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世  界  （ 集  團  ） 有  限  公  司
WORLD HOUSEWARE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3）

二零零六年中期業績公佈

世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仝寅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營業額 405,679 394,244

銷售成本 (354,181) (342,809)

毛利 51,498 51,435

其他收益 1,334 1,667

分銷成本 (4,683) (4,765)

行政費用 (39,403) (40,794)

挪用資金所產生之虧損 1 (24,284) —

出售持作出售物業之收益 — 3,54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2,390 1,87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28 3,563

財務成本 4 (5,846) (5,130)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18,966) 11,391

稅項 6 (3,702) (2,090)

期內（虧損）溢利 (22,668) 9,301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 (3.4)港仙 1.4港仙



— 2 —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5,910 48,842

物業、機器及設備 611,752 608,263

預付租賃款項 124,956 125,485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10,705 15,579

無形資產 2,433 —

785,756 798,169

流動資產

存貨 184,365 170,67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6,085 228,468

持作出售物業 53,955 57,337

預付租賃款項 2,811 2,798

持作貿易投資 2,419 5,078

可退回稅項 747 394

衍生金融工具 2,121 2,483

銀行結餘及現金 57,598 81,454

510,101 548,68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39,927 —

550,028 54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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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9,578 178,239

應付稅項 233 689

銀行透支 7,940 9,709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貸 286,041 219,458

衍生金融工具 — 154

挪用資金所產生之虧損 1 24,284 —

468,076 408,249

直接與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有關之負債 8,616 —

476,692 408,249

流動資產淨值 73,336 140,43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59,092 938,604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貸 41,936 109,434

遞延稅項負債 9,450 7,842

51,386 117,276

807,706 821,32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7,642 67,642

儲備 740,064 753,686

807,706 821,328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本公司委聘之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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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而編製。

誠如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刊發之公佈所詳述，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中一間附屬公司

世界塑膠餐墊（寶安）有限公司（「世界寶安」）之一名高級出納員挪用世界寶安之部份資金（「挪用資金」）。根

據本公司委聘之法證會計師作出之初步評估，本公司董事已估計挪用資金之虧損約為人民幣25,012,000元（約

24,284,000港元）。因此，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收益表確認挪用資金

所產生之虧損約24,284,000港元。由於調查仍在進行中，故挪用資金之虧損並未確定且仍可變動，故本公司

董事仍在釐定事件對世界寶安賬目結餘（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其他應收款項以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

財務影響。因此，於完成調查前，本集團將估計虧損個別呈列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

債表。本公司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反映最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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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過往成本慣例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

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經審核財務報

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會計政策。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如其賬面值可透過出售交易而非透過持續使用而收回，則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此條

件為必須具備很高的出售可能性，且該資產可以現狀即時出售方可作此分類。管理層必須作出售承諾，確

認資格乃預期該出售需於分類日期起一年內完成。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乃以該資產過往賬面值及公平值減銷售成本之較低者計算。

研究及開發支出

研究活動之支出於產生之期間確認為開支。

研究及開發支出所產生之內部產生無形資產，只會於所增設之資產為可予識別及其可能將產生未來經濟利

益；以及資產之開發成本能可靠地計量之情況下，方會確認。

內部產生無形資產乃按其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並以成本減其後累計攤銷及減任何累計虧損列賬。

當並無內部產生無形資產可予確認時，開發支出於產生之期間計入損益表。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亦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且適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之後及於二零

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之多項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新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編製及呈列業績之方式並無構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對過

往期間作出任何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該等準則、修

訂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7號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嚴重通脹經濟之財務報告之重

列法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9號 重估附帶衍生工具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5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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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呈報分類資料之主要格式乃按業務劃分。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PVC管材

家用產品 及管件 物業投資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

對外銷售 221,627 183,157 — — 404,784

分類間銷售 429 279 —  (708) —

租賃收入 — — 895 — 895

總計 222,056 183,436 895  (708) 405,679

業績

分類業績 5,257 4,707 1,484 — 11,448

未分配集團支出 (312)

挪用資金所產生之虧損 (24,28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28

財務成本 (5,846)

除稅前虧損 (18,966)

稅項 (3,702)

期內虧損 (22,668)

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PVC管材

家用產品 及管件 物業投資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

對外銷售 210,633 183,322 — — 393,955

分類間銷售 766 523 — (1,289) —

租賃收入 — — 289 — 289

總計 211,399 183,845 289 (1,289) 394,244

業績

分類業績 2,976 6,702 1,703 — 11,381

未分配集團收入 1,577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3,563

財務成本 (5,130)

除稅前溢利 11,391

稅項 (2,090)

期內溢利 9,301

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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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成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6,695) (4,764)

—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057) (366)

總借貸成本 (7,752) (5,130)

減：計入物業、機器及設備成本之利息 1,906 —

(5,846) (5,130)

期內，計入物業、機器及設備成本之借貸成本產生自一般借款，並按2.5%之資本化比率乘以該等資產之支

出計算。

5. 除稅前（虧損）溢利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195 1,389

折舊 24,916 23,950

除股息收入外之持作貿易投資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虧損 — 163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107 —

並已計入下列各項：

持作貿易投資之股息收入 69 43

除股息收入外之持作貿易投資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198 —

出售持作貿易投資之收益 36 —

利息收入 144 218

租賃收入 895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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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2,140) (820)

遞延稅項支出 (1,562) (1,270)

(3,702) (2,090)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期內均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報表中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在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照徵稅之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稅。

7. 股息

期內並無派付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虧損）溢利 (22,668) 9,301

股份數目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股份數目 676,417,401 676,417,401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較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為高，且購股權已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屆滿，故

並無呈列該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獨立審閱報告摘要

核數師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發出之獨立審閱報告

載有基於審閱工作範圍受到限制而修訂之審閱結論。下文乃摘錄自獨立審閱報告。

審閱工作

本行之審閱工作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之委聘」

進行，惟下文所解釋本行之審閱工作範圍受到限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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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範圍主要包括對集團管理層作出查詢及運用分析程序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分析，並據

此評估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列報形式是否貫徹地運用（除非已另作披露）。審閱工作並不包

括審核程序，如監控測試和核實資產、負債及交易活動。由於審閱之工作範圍遠較審核工

作少，因此僅能提供較審核工作為低之確定程度。所以，本行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審

核意見。

本行之審閱工作範圍受到下文限制。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後，　貴公司發現 貴公司

之附屬公司世界塑膠餐墊（寶安）有限公司（「世界寶安」）一名前僱員挪用資金，其詳情載述

於簡明財務報表附註1及18(b)（「挪用資金」）。根據　貴公司委聘之法證會計師作出之初步評

估， 貴公司董事已估計挪用資金之虧損約為24,284,000港元。因此， 貴集團已於截至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收益表確認挪用資金所產生之虧損約24,284,000港

元。由於調查仍在進行中，故挪用資金之虧損並未確定且仍可變動，故　貴公司董事無法

對計入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世界寶安之賬目結餘之財務影響

作出最終決定。然而，根據法證會計師之初步評估，　貴公司董事相信受影響之賬目結餘

為計入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賬面值分別約 26,021,000港元、

25,053,000港元及30,402,000港元之銀行結餘及現金、其他應收款項以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項。由於調查有待完成，故估計虧損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內

之流動負債項下個別呈列。由於調查仍未完成，故本行無法釐定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收益表及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內就挪用資

金所產生之虧損確認之金額是否獲公平地呈列。本行亦無法釐定虧損對於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內之銀行結餘及現金、其他應收款項以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項之相應影響。

基於審閱工作範圍受到限制而修訂之審閱結論

除在上述限制不存在之情況下而可能被決定為需要作出之調整外，根據本行審閱（並不構成

審核工作）之結果，本行並不察覺須對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

作出任何重大修改。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405,67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2.9%。

‧ 本集團之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為51,498,000港元及12.7%，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63,000港元

及減少0.4%。

‧ 期內虧損為22,668,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溢利9,301,000港元。

‧ 每股基本虧損為3.4港仙，而去年同期則為每股盈利1.4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任何期內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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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之營業額達405,67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394,244,000港元增加

2.9%或11,435,000港元。本集團之毛利為51,49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51,435,000港元增加

0.1%或 63,000港元，而毛利率則為 12.7%，較去年同期之 13.1%減少 0.4%。期內虧損為

22,668,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之期內溢利為9,301,000港元。誠如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刊發之公佈所述，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中一間附屬公司世界塑膠餐墊（寶安）

有限公司（「世界寶安」）之一名高級出納員盜用世界寶安之部份資金（「挪用資金」）。根據本

公司委聘之法證會計師作出之初步評估，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就挪用資金所產生之虧損

作出撥備 24,284,000港元。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

22,668,000港元。

家用產品

於回顧期內，塑膠及棉布類家用產品之營業額為221,62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210,633,000

港元增加5.2%或10,994,000港元。毛利率由去年同期之15.8%微升1.1%至16.9%。毛利率雖然

有所改善，但仍未達理想。毛利率影響主要受制於本集團之主要原料PVC膠粉、PVC膠粒、

DOP增塑劑及工業汽油等等，因國際原油價格持續攀升，屢創歷史新高，帶動下游相關原

料價格急劇上漲。加上國內勞工市場之工資水平跟隨中國急速增長之經濟而不停上調及人

民幣升值、出口退稅削減、銀行利息調高等種種不利因素，皆引致生產成本大幅增加。業

界在面對此艱苦之營商環境下，為避免流失市場份額，紛紛展開割喉式減價戰。在此劇烈

貿易競爭之情況下，本集團無法將上漲成本完全轉嫁予客戶。

PVC管材及管件

於回顧期內，生產、經銷 PVC管材及管件之營業額為 183,15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183,322,000港元減少0.1%或165,000港元；而毛利率為7.6%，較去年同期之9.9%減少2.3%。

業績遜於預期，主要原因如上述。另一原因是本集團投資於可用作供應煤氣、熱水及空調

用之PE高檔膠管產品，雖已成功試產，亦按步投入生產，但是處於開拓階段，未能為此業

務提供顯著效益。

物業投資

於回顧期內，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錄得2,390,000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展望

由於世界經濟總量與國際貿易之持續增長，中國經濟保持對外開放政策，引發中外投資者

不斷增加，市場競爭日益加劇，勞工密集之工業，盈利受到嚴重之下壓。

為應付這一挑戰，本集團將努力改進業務資源整合，加強資源優化配置，將一部份表現未

如理想、勞工密集及利潤微薄之生產項目關閉或出售，將重點資源投放於環保再生資源業

務，建立專用研發中心，增聘有關技術人員以及購置一系列之新科技生產設備、儀器及精

進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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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位於中國廣東省中山市沙溪鎮之全資附屬公司華南再生資源（中山）有限公司已順利

試產，並按計劃投入初產。預期此新業務全面展開後，將會帶來鼓舞之回報。

為減低未來發生同類事件（即挪用資金）之風險，本公司將委聘獨立顧問以檢討本集團內部

監控制度之效用，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藉此加強整體制度。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一般來自內部流動現金、有期貸款及從香港及中國之銀行提供之貸款及

貿易融資信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57,598,000港元（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1,454,000港元）及計息銀行借貸約344,53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38,601,000港元）。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借貸主要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利

潤計息。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達738,250,000港元，已

動用其中347,886,000港元（動用率為47.1%）。

本集團繼續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進行業務交易。本集團因兌換率之波動而承受之匯

兌風險波動對經營業務或流動資金並無構成任何重大困難。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550,028,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548,684,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1.15，而於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34。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總額減

少1.7%至807,706,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21,328,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負債總值與股東資金總額之比率）為0.65（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0.64）。

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將賬面淨值合共170,495,000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與投資物業抵押予銀行，

作為授予本集團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員工及僱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4,090名（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5,060名）員

工，其中360名為全職員工，而3,730名則為中國廠房之合約員工。期內之員工酬金總額為

42,17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35,949,000港元）。本集團定期檢討僱員之薪酬水

平及表現花紅制度，以確保薪酬政策於有關行業具有競爭力。本集團一向鼓勵各附屬公司

之管理人員及員工參與有關本集團業務之培訓課程或講座，亦向中國廠房之員工提供特設

之內部培訓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與慣例，並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

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中期財務業績。本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亦已由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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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董事獲悉，於本期間，本公司於中國其中一間附屬公司之一名高級出納員挪用該

附屬公司之部份資金。有關事宜已向中國公安報告以作調查。

為減低未來發生同類事件之風險，本集團現正不斷檢討其內部監控制度。作為此檢討行動

之其中一部份，本公司將委聘獨立顧問，以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制度之效用，並向董事會

提出建議，藉此加強整體制度。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訂標準（「標準守則」）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

守準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訂標

準及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將於聯交所之網站

(www.hkex.com.hk)刊登及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達興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李達興先生、馮美寶女士、李振聲先生、黎麗華女士、李𡟻桐先生、鄺波
濤先生、蔡國強先生及陳麗娟女士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張子文先生為本公司之非執行董
事；而許志權先生、何德基先生及鄧敬雄先生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