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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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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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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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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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
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540,679 452,784
銷售成本  (495,065) (394,829)
   

毛利  45,614 57,955
其他收入  2,825 4,235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19,377 (536)
銷售及分銷成本  (7,287) (5,559)
行政費用  (55,153) (43,458)
財務成本 5 (4,357) (4,004)
   

除稅前溢利  1,019 8,633
稅項抵免（支出） 6 3,810 (3,740)
   

本期間溢利 7 4,829 4,893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22,930 –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27,759 4,893
   

應佔本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396 4,893
 非控股權益  (567) –
   

  4,829 4,893
   

應佔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313 4,893
 非控股權益  (554) –
   

  27,759 4,893
   

每股基本盈利 9 0.80港仙 0.7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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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3,990 21,720

 物業、機器及設備  685,494 683,305

 預付租賃款項  85,501 85,130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90 150

 無形資產  2,014 2,177

 衍生金融工具  2,087 –
   

  799,176 792,482
   

流動資產
 存貨  259,225 223,17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89,821 225,093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3,770 –

 預付租賃款項  2,410 2,367

 衍生金融工具  101 403

 以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  – 11,780

 可退回稅項  72 72

 已抵押銀行存款  34,176 35,328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631 71,238
   

  622,206 569,455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 13,388
   

  622,206 58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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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31,623 213,901

 應付董事款項  23,500 27,174

 應付稅項  1,256 5,066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貸  202,896 180,025
   

  459,275 426,166
   

流動資產淨值  162,931 156,67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62,107 949,159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貸  – 11,176

 遞延稅項負債  4,033 7,647

 衍生金融工具  – 180
   

  4,033 19,003
   

  958,074 930,15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7,642 67,642

 儲備  887,445 862,5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55,087 930,156

非控股權益  2,987 –
   

  958,074 93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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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
用披露規定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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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
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一月一
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零年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本規定之預付款項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列報之
金額及╱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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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下列新訂
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為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
當日後頒佈，並且尚未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呈列財務報表－呈列其他全面收入之項目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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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營運及報告分類如下：

家用產品 － 製造及分銷家用產品
PVC管材及管件 － 製造及分銷PVC管材及管件
其他 － 投資於物業

下表為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營業額及業績按報告及營運分類劃分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PVC管材
 家用產品 及管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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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72 303,958 – – 540,230
  分類間銷售 351 250 – (601) –
 租賃收入 – – 449 – 449
     

總計 236,623 304,208 449 (601) 540,679
     

分類溢利 5,690 4,223 2,627 – 12,54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之收益     2,625
以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之收益     19
利息收入     208
未分配集團支出     (10,016)
財務成本     (4,357)
     

除稅前溢利     1,019
     

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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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PVC管材
 家用產品 及管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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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66 252,683 – – 452,349

  分類間銷售 347 101 – (448) –

 租賃收入 – – 435 – 435
     

總計 200,013 252,784 435 (448) 452,784
     

分類溢利 7,028 14,267 1,516 – 22,811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之虧損     (1,517)

以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之收益     27

利息收入     451

未分配集團支出     (9,135)

財務成本     (4,004)
     

除稅前溢利     8,633
     

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分類溢利指各分類所賺取之溢利，但不包括中央行政成本、利息收入、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
變動所產生之收益（虧損）、以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
益以及財務成本的分配。此等為呈報予總業務決策人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衡量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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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2,270 1,170

以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19 27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虧損） 2,625 (1,517)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18,926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1) (46)

匯兌虧損淨額 (4,462) (170)
  

 19,377 (536)
  

5. 財務成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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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7 3,908

 —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 96
  

 4,357 4,004
  

6. 稅項（抵免）支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支出 410 –

中國企業所得稅（抵免）支出 (467) 2,902

遞延稅項（抵免）支出 (3,753) 838
  

 (3,810)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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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預期之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作出之最佳估計確
認。於回顧期間內所採用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16.5%。在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根據
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預期之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之最佳估計為基準確認。於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2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2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法例及法規，本公司四間（二零一零年：四間）中國附屬公
司可根據企業所得稅法於本年度起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適用國內所得稅50%減免，直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根據國務院頒發之國發【2007】第39號（「國發」）之應用，自開始
營運以來並無盈利並因而未有權享有稅務豁免或寬減之若干本公司附屬公司，其視作首次獲
利年度為二零零八年，因此，該等本公司附屬公司自二零一零年起計三個年度之中國企業所
得稅率將為12.5%。

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之前享有優惠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根據上文所述之國發
之應用，該等享有有關稅務優惠之公司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五
年內逐步增加至25%。適用於該等附屬公司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於二零零八年為18%，二
零零九年為20%，二零一零年為22%，二零一一年為24%，而二零一二年則為25%。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在宣派股息時須繳交預扣
稅。由於本集團可控制撥回暫時性差異之時間，而有關暫時性差異於可預見之將來不會撥回，
故此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就中國附屬公司之累計溢利所應佔之暫時性差異57,273,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3,668,000港元）有關之遞延稅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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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期間溢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208 196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199 1,735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6,961 24,376

確認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4,257 –

匯兌虧損淨額（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4,462 17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1 46

並已計入下列各項：

投資物業之租金總收入 449 435

減：租金收入之直接經營開支 (93) (89)
  

 356 346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18,926 –

利息收入 208 451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1,296

陳舊存貨撥備之撥回（附註） 3,709 259
  

附註： 由於相關存貨已變現及於其後被使用，故陳舊存貨撥備之撥回已於兩段期間確認，
而該金額已計入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銷售成本。

8.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已宣派及向本公司擁有人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
息每股0.5港仙（二零一零年：無）。於本中期期間所宣派及派付之末期股息總金額為3,382,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無）。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9.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5,39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893,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
676,417,401股（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6,417,401股）計算。

由於在該兩個期間，並無可予發行之普通股存在，故並無呈報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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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視乎銷售之產品向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信貸期為180日。

以下為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賬撥備）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82,275 88,973

31至60日 53,420 53,613

61至90日 42,303 22,314

91至180日 40,352 17,889

超過180日 24,603 6,416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242,953 189,205

其他應收款項 46,868 35,88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89,821 225,093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61,345 54,705

31至60日 27,816 41,773

61至90日 33,668 10,161

超過90日 11,078 19,976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133,907 126,615

其他應付款項 97,716 87,28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231,623 21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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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世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仝寅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各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本中期業績公佈已由本公司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審閱通過。

•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540,679,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之452,784,000港元增加19.4%或87,895,000港元。

• 本集團之毛利為45,61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57,955,000港元減少21.3%或
12,341,000港元，而毛利率則為8.4%，較去年同期之12.8%減少4.4%。

• 本期間股東應佔溢利為5,396,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為溢利4,893,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0.80港仙，而去年同期為每股基本盈利0.72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

整體而言，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營業額比去年同期增加約19.4%，但毛利卻較去年
同期下跌21.3%，主要是塑膠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及國內員工福利增加等
因素令製造成本上升所致。

於本期間內，家用產品及PVC管材及管件業務與一般在國內生產的傳統工業一樣，
面對成本上漲及競爭劇烈的壓力，如何嚴控成本及取得競爭優勢成為一大挑戰，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積極改善生產流程，在開源及節流上亦付出了努力，營業額已
有所增長，惟在降低成本方面仍未達到預期效果，集團會繼續加強管理及控制成
本，以期提升集團利潤。

在物業投資方面，於回顧期內，集團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錄得收益2,27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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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在家用產品及PVC管材及管件業務方面，本集團將會繼續加強內部監控，積極改進
生產流程及技術；嚴格控制成本，雖然傳統工業競爭越來越激烈，本集團有信心，
只要能達到降低成本的目標，便能增加集團的盈利。

本集團一直致力發展環保資源循環再生業務，多個項目也處於發展中，一般傳統
國內生產工業，由於競爭激烈，邊際利潤偏低，反觀環保科技行業，由於必須有先
進技術、專利發明等因素支持，競爭對手相對比較少，因此可爭取較高利潤，集團
展望，如果集團能全力將所擁有的多個技術專利，盡速發展成功，在未來的日子可
能為集團提升良好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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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貿易融資信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及已抵押
銀行存款約66,80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6,566,000港元）及計息
銀行借貸約202,89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1,20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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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達447,398,000港元，已動用其中202,896,000港元
（動用率為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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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622,20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569,455,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
約為1.4，而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3。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總額增加2.7%至955,08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30,156,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負債總值與
股東資金總額之比率）為0.49（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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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將賬面淨值合共281,822,000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預付
租賃款項、銀行存款及以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抵押予銀行，作為授
予本集團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員工及僱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2,904名（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932名）員工，其中2,860名為中國廠房之員工。期內之員工酬金總額為66,663,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51,39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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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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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中期業績。本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亦已由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審閱。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原則及遵守
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不比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規定準則（「標準守則」）寬鬆之有關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
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及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
則。



15

刊登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將於本公司
網站www.worldhse.com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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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李達興先生、馮美寶女士、李振聲先生、李栢桐先生及陳麗娟女士
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張子文先生為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而崔志謙先生、許志權
先生及何德基先生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