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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非執行董事兼主席
林定波

執行董事
徐浩銓（董事總經理）
李廣中（銷售董事）
王詩遠（財務董事）

非執行董事
莊志坤

獨立非執行董事
趙金卿
蔡裕民
夏軍

審核委員會
趙金卿（主席）
蔡裕民
莊志坤

薪酬委員會
趙金卿（主席）
莊志坤
夏軍

提名委員會
趙金卿（主席）
徐浩銓
夏軍

公司秘書
霍碧儀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添美道1號中信大廈22樓

合規顧問
創陞融資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78號
華懋世紀廣場20樓2002室

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開曼群島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主要辦事處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38號北海中心31樓

網站
www.cpmgroup.com.hk



中期報告2017中漆集團有限公司 3

中期業績

中漆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額。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
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383,942 388,437

銷售成本 (276,360) (241,289)
  

毛利 107,582 147,14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4,945 6,090

銷售及分銷開支 (76,438) (67,074)

行政開支 (50,355) (52,011)

其他開支淨額 (3,822) (9,696)

融資費用 4 (949) (1,2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9,037) 23,212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1,500 (5,087)
  

期內溢利╱（虧損） (17,537) 18,125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7,620) 18,180

非控股權益 83 (55)
  

(17,537) 18,125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2.35)港仙 2.4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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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 (17,537) 18,125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20,603 (20,892)

於其後期間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虧損淨額：
重新計量退休金計劃資產淨值 – (45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20,603 (21,351)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3,066 (3,226)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871 (3,083)
非控股權益 195 (143)

  

3,066 (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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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94,405 188,04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8,697 18,389
可供出售投資 300 30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8,439 8,662
退休金計劃資產淨值 2,372 2,372
遞延稅項資產 8,077 7,470

  

非流動資產總值 232,290 225,234
  

流動資產
存貨 75,587 60,955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487,460 445,51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59,916 44,702
應收餘下集團款項 16 5,874 106,555
結構性存款 19,749 98,66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64,707 219,540

  

流動資產總值 813,293 975,93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191,868 199,635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28,353 139,797
應付餘下集團款項 16 66,283 19,853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14,990 113,344
應付稅項 10,679 17,088

  

流動負債總值 512,173 489,717
  

流動資產淨值 301,120 486,21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3,410 711,448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208 1,388
遞延稅項負債 28,494 29,343
遞延收入 2,271 2,346

  

非流動負債總值 31,973 33,077
  

資產淨值 501,437 67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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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 –
儲備 497,624 674,753

  

497,624 674,753

非控股權益 3,813 3,618
  

權益總額 501,437 67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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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本 合併儲備 出資
繳入 

盈餘

租賃土地 

及樓宇 

重估儲備 一般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儲備基金*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 12,077 2,630 (45,710) 6,489 10,485 (36,353) 28,866 696,269 674,753 3,618 678,371

發行新股份 – (27,094) – 27,094 – – – – – – – –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 – (17,620) (17,620) 83 (17,53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20,491 – – 20,491 112 20,603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 – 20,491 – (17,620) 2,871 195 3,066

已宣派二零一七年特別中期股息 – – – – – – – – (180,000) (180,000) – (180,00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 (15,017)# 2,630# (18,616)# 6,489# 10,485# (15,862)# 28,866# 498,649# 497,624 3,813 501,437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 4,161 2,630 (45,710) 6,489 10,485 17,076 28,866 640,482 664,479 3,843 668,322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 – 18,180 18,180 (55) 18,125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重新計量退休金計劃資產淨值 – – – – – – – – (459) (459) – (459)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20,804) – – (20,804) (88) (20,892)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 – (20,804) – 17,721 (3,083) (143) (3,22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 4,161# 2,630# (45,710)# 6,489# 10,485# (3,728)# 28,866# 658,203# 661,396 3,700 665,096
            

* 根據有關外商投資企業之法律及規例，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若干附屬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須將
其部份溢利撥至用途受到規限的中國儲備基金。倘中國儲備基金數額達至其註冊資本之50%，該等中國公司毋
須再作轉撥。該中國儲備基金可用以彌補該等中國公司日後之虧損或增加其註冊資本。

# 此等儲備賬目包括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綜合儲備497,62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661,396,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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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溢利╱（虧損） (10,157) 31,384
存貨減少╱（增加） (12,994) 6,23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增加 (28,605) (9,12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少╱（增加） (13,758) 4,076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增加╱（減少） (13,506) 9,18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減少 (14,423) (7,534)
匯兌調整 (441) (2,534)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 (93,884) 31,693
已付利息 (919) (1,300)
融資租賃租金付款之利息部份 (42) –
已付海外稅項 (6,446) (8,121)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01,291) 22,272
  

投資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8,271) (10,27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所得款項 19 433
結構性存款投資 (165,055) (214,453)
出售結構性存款所得款項 246,317 239,566
已收利息 626 1,641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750) (1,127)
受限制銀行結餘增加 – (11,805)
於取得時原定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受限制定期存款增加 – (46,350)
於取得時原定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減少 – 81,569
應收餘下集團款項增加 – (57,895)

  

投資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72,886 (1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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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新增銀行貸款 9,114 89,940
償還銀行貸款 (7,499) (146,169)
應付餘下集團款項增加╱（減少） (32,889) 12,730
融資租賃租金付款之資本部份 (182) (5)

  

融資業務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31,456) (43,50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59,861) (39,93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9,540 193,051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5,028 (6,263)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64,707 146,85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3,984 135,200
無抵押╱非受限制之定期存款 20,723 11,657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列報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4,707 14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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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重組及呈列基準

中漆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
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38號北海中心31樓。本公司股份（「股份」）自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
（「上市日期」）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於回顧期間，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從事油漆及塗料產品之製造及銷售。

根據就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而進行之本集團重組（「重組」），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九日成為本集團當前旗下
公司的控股公司，有關重組詳情闡述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之本公司招股章程（「招股章程」）中「歷史、
發展及重組」一節內「重組」一段。由於本集團當前旗下公司於重組完成前後均受同一控股股東共同控制，因此本
財務報表已使用合併會計原則編製。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北海集團有限公司（「北海集團」，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及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
司）於回顧期間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本集團」，而北海集團及其附屬公司（但不包括本集團）則統稱為「餘下集團」。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包括本集團當前旗下所有公司自所呈列的最早日期或該等附屬公司及╱或業務首次受到北
海集團共同控制當日起（以較短期間為準）的業績及現金流量。

控股股東以外各方所持有的附屬公司及╱或業務的股本權益及有關權益於重組前的變動於應用合併會計原則時
於權益中呈列為非控股權益。所有集團內交易及結餘已於綜合入賬時對銷。

1.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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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收錄於招股章程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財務資料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及於本集團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
期間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就未實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採納此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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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規定收錄於年度財務報表之所有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收錄於招股章程
之本集團財務資料一併閱讀。

本集團並未於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以股份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 
資產出售或注資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之澄清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2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3號

有關所得稅處理法之不確定性 2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4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供採納
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前應用

本集團正評估首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

2. 經營分類資料

從管理角度，本集團僅有一個可呈報經營分類，即從事油漆及塗料產品的生產及銷售以及相關服務的油漆及塗
料產品分類。由於此為本集團之唯一可呈報經營分類，因此並無呈列其進一步經營分類分析。

地域資料

(a)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0,267 44,541
中國內地 333,675 343,896

  

383,942 388,437
  

以上收入資料以客戶所在地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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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934 4,256
中國內地 217,607 210,836

  

221,541 215,092
  

以上非流動資產資料以資產所在地為基準，且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金融工具及退休後福利資產。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來自任何單一客戶之收入佔本集團總收
入的10%或以上。

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油漆及塗料產品 383,942 388,43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628 1,641
政府補助金* 1,581 307
公平值收益
結構性存款 764 1,950
衍生工具－不符合資格作對沖之交易 – 10

匯兌差額淨額 809 869
確認遞延收入 145 153
其他 1,018 1,160

  

4,945 6,090
  

* 已獲若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當局發出政府補貼，以表揚本集團在環境意識及保護及技術發展
等方面的努力。並無有關此等補助金之尚未達成條件或或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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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費用

融資費用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之利息 907 1,245
融資租賃之利息 42 –

  

949 1,245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276,360 241,289
折舊 8,544 9,31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52 266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 4,952
將存貨撇減╱（回撥）至可變現淨值之淨額 396 (3,98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淨額* 29 –

  

* 該等結餘在簡明綜合損益表列入「其他開支淨額」。

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概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於中國內地成立之所有附屬公司於期內須按25%（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之標準稅
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惟本集團在中國內地一間具備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附屬公司於期內則應用15%（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的較低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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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17,62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18,180,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750,000,000股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50,000,000股）計算，當中假設與股份上市有關之重組以及資本化發行
（詳見附註18）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前已經完成。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之股份加權平均數包括100股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八日發行之普通股以及749,999,900股根據資本化發行（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註18）發行之新股份，當中假設此等
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為一直已發行。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之股份加權平均數乃根據750,000,000股普通股
（代表於緊接資本化發行後之股份數目）計算，猶如所有此等股份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為一直
已發行。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應之已發行普通股。

8. 股息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CP Industries (BVI) Limited（其為完成重組前之本集團的附屬公司的前控股公司）向北海
集團宣派特別中期股息180,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並無呈列此項股息之比率
及符合資格獲派此項股息之股份數目，原因是就本財務報表而言，呈列有關資料被認為意義不大。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8,287,000港元之成本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合共48,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主要以信貸方式結付，惟新客戶或須預付賬款。本集團實施明確的信貸政策，給予一般客戶
之信貸期通常介乎一至三個月。本集團一直嚴密監控其應收賬款，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層管理人員會定期
審查逾期未清付之結餘。鑑於上文所述情況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涉及眾多客戶及信譽良好的銀行，
故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關於應收貿易賬款結餘的抵押品或其他加強信貸安排。應收貿
易賬款及票據並不計息。

於報告期結算日，以發票日期為基準扣除撥備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314,821 406,710
超過三個月但於六個月內 39,241 22,724
超過六個月 133,398 16,079

  

487,460 44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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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報告期結算日，以發票日期為基準的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90,882 198,074
超過三個月但於六個月內 830 1,549
超過六個月 156 12

  

191,868 199,635
  

應付貿易賬款無抵押、不計利息，且一般於兩個月內結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總賬面值為1,668,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7,000港元）之應付票據乃以餘下集團擁有之344,79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34,620,000港元）若干投資物業作抵押。

12. 股本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九日註冊成立，初始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
股份。於註冊成立日期，本公司已配發及發行1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本公司的法定股本透過增設7,996,200,000股新股份增至800,000,000港元，分為
8,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有關新股份與現有股份於所有方面享有同等地位。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本公司向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CNT Enterprises Limited發行及配發99股每股面值0.1港
元的股份。

本公司根據重組的股本變動載於招股章程「歷史、發展及重組」一節。

13.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非現金交易

(a)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合共100,681,000港元之若干應收餘下集團款項已作重新分配，使
到有關結餘已透過應付餘下集團款項而結清。

(b)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前控股公司所宣派之180,000,000港元特別股息已透過與北
海集團的公司間結餘而部份結清。

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餘下集團獲授之銀行融資（受限於本集團向銀行作出之擔保以及本集團與最終控股公
司向銀行作出之共同擔保）已動用約27,89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40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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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結算日本集團尚有下列資本承擔：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購入土地使用權 1,798 1,745
建設及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3,792 9,825

  

5,590 11,570
  

16. 關連人士交易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地方所詳載的交易外，本集團於本期間與關連人士進行如下交易：

(a) 與關連人士的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餘下集團的租金開支 (i) 1,769 2,864

已付餘下集團的廣告開支 (ii) 1,457 1,794
  

(i) 本集團按訂約雙方協定的租金水平向北海集團的附屬公司租用若干辦公室物業。

(ii) 北海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按訂約雙方協定的費用就提供的廣告服務收取廣告費。

(iii) 最終控股公司已為本集團最多422,5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2,500,000港元）
之若干銀行借貸提供擔保，而北海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亦已為最多170,5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70,500,000港元）之此等銀行貸款提供擔保。

(iv) 與餘下集團之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b) 有關上文(a)(i)項之交易亦為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A章）。上文(a)(ii)項所述之交易
為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之報告、年度審核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之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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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連人士交易（續）

(c) 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人員之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3,830 5,965
退休後福利 235 256

  

已付╱應付主要管理層人員之薪酬總額 4,065 6,221
  

17.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及公平值等級

本集團金融工具（賬面值與公平值合理相若之金融工具除外）之賬面值及公平值如下：

賬面值 公平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
結構性存款 19,749 98,666 19,749 98,666

    

金融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16,198 114,732 116,223 114,767

    

管理層已評估，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
應收賬款之金融資產、計入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之金融負債，以及與餘下集團之間的結餘之公平值與其各
自之賬面值相若，主要由於該等工具於短期內到期。

本集團之財務部門（其直接向高級管理層匯報）負責釐定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之政策及程序。於各報告日期，財
務部門分析金融工具之價值變動並釐定估值所應用之主要輸入數據。審核委員會定期審閱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
量之結果，以作中期及年度財務申報。

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按自願雙方（非強迫或清盤銷售）之間的當前交易中進行交換的工具的金額入賬。已採
用下列方法及假設估計公平值：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之非即期部分的公平值已透過按相似條款、信貸風險及剩餘到期時間以現可就工具提供之
貼現率貼現預期未來現金流量計算。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自身有關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之違約風
險被評估為不重大。

結構性存款之公平值乃根據貼現現金流分析並參考結構性存款之預期回報來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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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及公平值等級（續）

下表為結構性存款估值之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之概要連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定量敏感度分析：

金融工具 估值方法
重大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範圍

輸入數據之公平值敏感度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構性存款 貼現現金流量法 預期回報率 2.1%至3.1% 2.3%至4.0% 預期回報率增加（減少）5% 
將令到公平值增加（減少） 

9,000港元（9,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3,000港元（184,000港元））

貼現率 2.1%至3.1% 2.3%至3.2% 貼現率增加（減少）5% 
將令到公平值減少（增加） 

5,000港元（4,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

港元（9,000港元））

公平值等級

本集團使用以下等級釐定及披露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第一級： 公平值計量基於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

第二級： 公平值計量基於對公平值計量而言屬重大之可觀察（直接或間接）最低層輸入數據之估值方法

第三級： 公平值計量基於對公平值計量而言屬重大之不可觀察最低層輸入數據之估值方法

下表列示本集團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等級：

使用以下各項進行之公平值計量
 

活躍市場 重大可觀察 重大不可觀察
之報價 輸入數據 輸入數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計量的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結構性存款 – – 19,749 19,749
可供出售投資 – 300 – 300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構性存款 – – 98,666 98,666
可供出售投資 – 300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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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7.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及公平值等級（續）

公平值等級（續）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結構性存款

於期╱年初之賬面值 98,666 157,224
購入 165,055 231,709
出售 (246,317) (286,393)
於損益表確認之收益 764 3,209
匯兌調整 1,581 (7,083)

  

於期╱年終之賬面值 19,749 98,666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並無公平值計量轉移，且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並無
公平值計量轉入或轉出第三級（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使用以下各項進行之公平值計量
 

活躍市場 重大可觀察 重大不可觀察
之報價 輸入數據 輸入數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披露公平值的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 – 116,223 116,223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 – 114,767 11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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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8. 報告期後事項

(i) 根據本公司唯一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於上市日期以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進
賬額中的74,999,990港元撥充資本之方式向CNT Enterprises Limited配發及發行總數749,999,900股入賬列
作繳足股款之股份（「資本化發行」）。此項資本化發行當時須待股份溢價賬因下文附註(ii)所詳述之本公司
首次公開發售向公眾發行新股份而錄得進賬後，方始作實。

(ii) 就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而言，250,000,000股新股份已按每股0.86港元之價格發行，總現金代價（未計開支）
為215,000,000港元。股份於上市日期開始在聯交所上市。

(iii)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宣佈，本集團位於中國湖北省鄂州市葛店經濟技術開發區，由本公司
非全資附屬公司湖北長頸鹿製漆有限公司營運之生產廠房（「鄂州生產廠房」），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
日（星期五）早上發生火警事故。由於火警事故，若干原材料、製成品及設施受損。該火警事故中並無任
何傷亡。

本集團在火警事故發生後立即採取措施，包括協助中國政府有關當局進行現場調查，以及對建築物、存
貨和相關生產設施的損壞進行評估。根據本集團進行之初步評估，該建築物結構安全，無需拆卸。設施
損壞及庫存損失之成本低於人民幣1,000,000元。然而，鄂州生產廠房的生產活動已暫時停止，以待中國
政府有關當局完成事後調查工作。於此期間，鄂州生產廠房所收到之生產訂單將轉移至本集團其他生產
設施。本集團在中國設有四個生產廠房。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鄂州生產廠房的設計年生產
能力佔本集團總設計年生產能力之13.1%。

鑑於上述情況，董事相信，火警事故將不會對本集團整體財務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且不會對本集團
之生產、銷售及營運構成重大損害。

19. 中期財務報表之批准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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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內地之經濟增長錄得自二零一五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最高水平。增長得到強勁的國
內消費及全球對中國內地製品之需求不斷增長所支持。然而，油漆及塗料行業普遍受到原材料價格顯著上
升所影響。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所公佈的數據，中國內地之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增長為6.9%，而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6.7%。國內外消費為支持
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由於中國政府將二零一七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訂於約6.5%的水平，預期二零一七年下
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將會放慢。

然而，根據《2017年中國塗料、顏料行業工作年會論文徵集》，原材料價格顯著上升令油漆及塗料行業充滿
挑戰。根據其他公開資料，溶劑平均售價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大幅上升23%。此乃主要
由於原油價格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大幅攀升所致。此外，由於樹脂和二氧化鈦在中國內地出現供需嚴重失衡
之情況，兩者的平均售價亦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上升。油漆及塗料製造商的表現因為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而
備受影響。油漆及塗料製造商的毛利率下降5%至9%不等，當中一間製造商的毛利更顯著減少約30%。

此外，油漆及塗料製造商向客戶提供更多折扣，以提升本身在建築油漆及塗料市場的佔有率。根據市場資
料，其中一間油漆及塗料製造商於回顧期間將家裝建築油漆及塗料市場之產品售價進一步下調平均6%。
本集團積極應對市場變化，向分銷商提供額外折扣及進行推廣，以及向客戶提供更佳產品組合。

因此，儘管回顧期間之銷售收入減少，但本集團的整體銷量較二零一六年同期錄得增長。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其母公司應佔虧損17,62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其母公司應佔溢利18,180,000港元。虧損主要是由於原材料價格上升以
及選定的油漆及塗料產品之平均售價下降所致。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銷售收入383,94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
1.2%。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以下兩者相互抵銷後之淨影響所致：回顧期間於香港銷售油漆及塗料產品之收入
增加5,730,000港元，以及於中國內地之油漆及塗料產品銷售由去年同期的343,900,000港元減少10,220,000
港元至回顧期間的333,680,000港元。

儘管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下調其油漆產品之平均售價，但回顧期間之市場佔有率及油漆產品之銷量上升
令來自中國內地之收入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289,230,000元增加人民幣5,970,000元至回顧期間的人民幣
295,200,000元。然而，人民幣兌港元之平均匯率於回顧期間較二零一六年同期貶值約4.9%，使來自中國
內地之收入於換算為本公司之呈報貨幣港元後有所下降。

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37.9%減少9.9個百分點至回顧期間的28.0%。毛利率顯著下降，主要是由於原材料成
本上升以及油漆及塗料產品之平均售價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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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續）
本集團期內的毛利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26.9%至107,58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回顧期間內原材料價格上
升所致。有關減幅屬於其他油漆及塗料製造商之範疇之內。

玩具、電子產品及電器製造業的旺淡季，以及大部分的建造工程、維修及翻新工程一般安排在每個曆年的
下半年完成的趨勢，均會影響市場對我們的油漆及塗料產品的需求。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宣佈，位於中國湖北省鄂州市葛店經濟技術開發區之鄂州生產廠房，於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早上發生火警事故。由於火警事故，若干原材料、製成品及設施受損。
該火警事故中並無任何傷亡。

本集團在火警事故發生後立即採取措施，包括協助中國政府有關當局進行現場調查，以及對建築物、存貨
和相關生產設施的損壞進行評估。根據本集團進行之初步評估，該建築物結構安全，無需拆卸。設施損壞
及庫存損失之成本低於人民幣1,000,000元。然而，鄂州生產廠房的生產活動已暫時停止，以待中國政府有
關當局完成事後調查工作。於此期間，鄂州生產廠房所收到之生產訂單將轉移至本集團其他生產設施。本
集團在中國設有四個生產廠房。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鄂州生產廠房的設計年生產能力佔本集
團總設計年生產能力之13.1%。

鑑於上述情況，董事相信，火警事故將不會對本集團整體財務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且不會對本集團之
生產、銷售及營運構成重大損害。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料

本集團業務之營運資金一般來自內部財務資源及銀行借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
目為164,71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19,54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現
金及銀行結餘總額（包括結構性存款）為184,46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318,210,000
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為116,2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114,730,000港元。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主要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
及其他借貸總額中，114,990,000港元(99.0%)須於一年內償還，390,000港元(0.3%)須於第二年內償還，而
其餘820,000港元(0.7%)須於第三至第五年內償還。

本集團之現金、銀行結餘以及銀行及其他借貸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之業績會因港元與人民幣
之間之匯率波動而受到影響。本集團目前並無採取任何對沖措施，惟將監察外幣風險，並將於需要時考慮
對沖外幣風險。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資本比率（即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對經調整資本（定義見下文）之百
分比）為23.7%，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7.2%。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
（即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百分比）為1.59倍，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9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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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續）
權益及資產淨值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股東資金為497,62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674,750,000港元。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經調整資本（即股東資金減未實現租賃土地及樓宇重
估儲備）為491,13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668,26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每股股份資產淨值分別為0.67港元及0.90港元，當中假設有關資本化發
行之合共750,000,000股股份為已經發行。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餘下集團獲授之銀行融資（受限於本集團向銀行作出之擔保以及本集團與最終控
股公司向銀行作出之共同擔保）已動用約27,89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42,400,000
港元。有關公司擔保已於上市後獲解除。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合共為7,98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30,000港元）
之若干土地及樓宇已就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而抵押。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尚未運用相關銀行融資。

員工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員工數目為1,059名（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038名）。回顧期間之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為83,67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為86,020,000港元。本集團設有周全及
具競爭力之員工薪酬及福利制度，以員工個別表現作參考因素。

展望
預期包括美國、中國內地及歐洲領導國家在內的主要國家之經濟表現改善將支持全球經濟復甦。強勁的國
內需求及消費開支不斷刺激經濟增長，造就中國內地的經濟狀況持續穩步改善。中國內地的經濟亦受惠於
有利的貨幣政策。此外，隨著結構改革穩步推進，中國內地之實體經濟亦不斷改善。

預計中國內地的經濟將由城市固定資產投資、私人投資、基建投資及房地產投資進一步推動。預期中國政
府將減慢中國內地的經濟增長步伐，以監管金融風險。因此未來數個季度的經濟增長可能進一步放慢。

儘管本集團的毛利率受到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所影響，但預計隨著原材料價格壓力放緩
並轉趨穩定，本集團的毛利率可望回穩。

此外，就本集團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中期業績而言，董事認為，市況仍然充滿挑戰及競爭激烈。本集團將
繼續審慎發展業務，並將增撥資源宣傳選定的品牌、翻新分銷網絡中的選定店舖，以及增強以高增長及環
保油漆及塗料產品為宣傳重點的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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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展望（續）
為了成為優質環保和安全製漆產品之龍頭生產商，本集團將在中國新豐興建生產水性油漆及塗料產品之生
產廠房以及油漆及塗料產品研發中心。本集團將繼續製造及銷售優質製漆產品。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綠色
生產、技術創新及開發。為提高生產效率，本集團將繼續投資研發以強化技術創新及簡化工作流程。本集
團將繼續注重成本控制及技術創新以提升使用率及生產效率。



中期報告2017中漆集團有限公司 25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股份自上市日期起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於上市日期起至本報告日期止之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無買賣或贖回任何股份。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由於股份自上市日期起在聯交所上市，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期貨條例」）第
十五部第7及第8分部以及證券期貨條例第352條並不適用於本公司。於本報告日期，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
政人員概無持有根據證券期貨條例第十五部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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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已登記於本公司遵照證券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
之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或淡倉。
於本報告日期，各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擁有或獲授任何可認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期貨條例第十五部）證券之權利，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根據證券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股東權益及淡倉
由於股份自上市日期起在聯交所上市，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證券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第3分部並
不適用於本公司。於本報告日期，按本公司遵照證券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所載，下列人士於股
份及相關股份中持有權益：

名稱  附註 身份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非上市及
實物結算之

股本衍生工具）

CNT Enterprises Limited 1 實益擁有人 750,000,000 – 75.00%

北海集團 1 受控制法團權益 750,000,000 – 75.00%

附註：

(1) 所提及之750,000,000股股份與CNT Enterprises Limited實益擁有同批之750,000,000股股份有關。

CNT Enterprises Limited為北海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北海集團根據證券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CNT Enterprises 
Limited所擁有之75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人士向本公司申報其於本報告日期持有根據證券期貨條例第十五部須向本公
司披露或已登記於本公司遵照證券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內之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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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董事會深知妥善之企業管治常規的重要性及好處，故致力建立適合本集團業務之最佳企業管治常規。由於
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未在聯交所上市，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並不適用於本公司。於上市日期起至本報告
日期止，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董事資料之變更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於上市日期起至本報告日期止，董事資料之變更如下：

(1) 徐浩銓先生已調任為北海集團（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起生效；

(2) 莊志坤先生已調任為北海集團之執行董事兼董事總經理，自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起生效；及

(3) 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獲批准並分別向徐浩銓先生、李廣中先生及王詩遠先生支付1,825,000港元、 
人民幣66,536元及人民幣621,400元的花紅。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載列之所需標準。由於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未在聯交所上市，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
市規則有關董事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並不適用於本公司。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上市
日期起至本報告日期止之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本身守則的標準。

所得款項用途
股份於回顧期間後自上市日期起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董事擬按招股章程所載方式動用所得款項。

代表董事會
中漆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定波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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