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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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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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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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339 492,716
銷售成本 (360,189) (465,499)

毛利 72,150 27,217
其他收益 5,421 3,721
銷售及分銷成本 (6,030) (7,091)
行政費用 (45,529) (51,335)
其他支出 (1,959) (19,736)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720 4,439
衍生金融工具分類為持作貿易
 所產生之收益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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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291 (568)
財務成本 4 (4,539) (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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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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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20,525 (47,363)

稅項 6 (9,259) (1,472)

本期間溢利（虧損） 11,266 (48,835)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7,280 67,165

本期間之全面收益 18,546 18,3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11,266 (48,8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8,546 18,330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8 1.7港仙 (7.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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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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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70 16,550
 物業、機器及設備 667,223 674,116
 預付租賃款項 131,223 132,338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620 2,622
 無形資產 2,710 2,869
 以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 6,558 6,267

825,604 834,762

流動資產
 存貨 192,675 167,41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12,960 209,227
 預付租賃款項 3,470 3,454
 可退回稅項 3,321 4,037
 已抵押銀行存款 24,449 22,946
 銀行結餘及現金 79,909 46,917

516,784 454,00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85,825 196,148
 應付董事款項 32,533 27,798
 應付稅項 2,211 1,301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貸 194,779 176,481

415,348 401,728

流動資產淨值 101,436 52,27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27,040 887,034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貸 35,612 21,832
 遞延稅項負債 18,919 11,239

54,531 33,071

872,509 853,96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7,642 67,642
 儲備 804,867 786,321

872,509 85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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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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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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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
佈且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修訂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於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對若干專用詞彙作出改動，包括
修訂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標題，因而導致若干呈列及披露變動。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8號為一項披露標準，其規定確定業務分類之基準應與內部報告用
作調配分類間資源及評估分類間表現之財務資料相同。原有標準為香港會計
準則第14號「分類報告」，其規定使用風險及回報法確認兩組分類（業務及地
區）。本集團過去之主要報告模式為業務分類。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並無導致本集團須重新設計報告分類（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釐訂的主
要報告分類比較）（見附註3）。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
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或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因此，毋
須對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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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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
 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八年
 之改進的一部份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九年之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3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1

（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並以股份為基準付款
 之交易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1

（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1

—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讓資產4

— 詮釋第18號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修訂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
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之轉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可能影響本集團收購日
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進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方式。香港會計準則
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將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之
會計處理法。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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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已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業務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規定確定業務分類的基準應與本集團總業務決策人
定期審閱用作調配分類間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的內部報告的組成部分相同。
本集團之總業務決策人已確定為主席。相比而言，原有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14號「分類報告」）規定實體使用風險及回報方法確認兩組分類（業務及地
區），而該實體「向主要管理人員作出內部財務報告之體制」僅用作確定分類
之第一步。本集團過去之主要報告模式為業務分類。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須重新設計報告分類（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釐訂
的主要報告分類比較）。另外，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亦無更改分類溢
利或虧損之計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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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報告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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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所有其他分類」表示投資於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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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
平值計入盈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及財務成本的分
配。此等為呈報予本集團之總業務決策人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衡
量方式。

下表為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營運分類劃分之分析：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PVC管材
家用產品 及管件 所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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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37 238,109 – – 431,846
 分類間銷售 315 827 – (1,142) –
租賃收入 – – 493 – 493

總計 194,052 238,936 493 (1,142) 432,339

分類溢利 5,755 20,111 1,156 – 2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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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利息收入   572
中央行政成本   (2,821)
財務成本   (4,539)

除稅前溢利   20,525
稅項   (9,259)

本期間溢利   11,266

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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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PVC管材
家用產品 及管件 所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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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307 251,991 – – 492,298
 分類間銷售 647 413 – (1,060) –
租賃收入 – – 418 – 418

總計 240,954 252,404 418 (1,060) 492,716

分類（虧損）溢利 (36,674) (8,379) 3,976 – (41,077)
衍生金融工具分類為持
作貿易所產生之收益     1,997

以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之虧損     (568)

利息收入     424
中央行政成本     (2,132)
財務成本     (6,007)

除稅前虧損     (47,363)
稅項     (1,472)

本期間虧損     (48,835)

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4. 財務成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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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6 5,622
—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73 385

4,539 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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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呆壞賬撥備 – 1,500

陳舊存貨撥備 – 1,148

無形資產攤銷（包括在銷售成本內） 196 182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735 1,652

折舊 25,253 27,574

外幣兌換淨損失（包括在其他支出內） 1,959 19,73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淨虧損 734 786

並已計入下列各項：

利息收入 572 424

租賃收入 493 418

呆壞賬撥備之撥回 534 –

陳舊存貨撥備之撥回（附註） 108 –

附註： 陳舊存貨撥備之撥回於其後銷售及使用相關存貨之期間予以確認，
而有關款額已包括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6. 稅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90 25

中國企業所得稅 1,560 –

遞延稅項支出 7,609 1,447

9,259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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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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管理層對全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
得稅率之最佳估計為基準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
計平均年度稅率為20%（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

根據中國相關法例及法規，本集團五間（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五間）中國附屬公司由視作首個錄得營運溢利年度起計兩年可享有中國
企業所得稅豁免，而該等中國附屬公司可根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頒佈
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在其後三年享有適用中國企業所得稅之50%減免，直
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根據國務院頒佈之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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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本集團附屬公司，其視作首次獲利年度為二零零八年，因此，該等本集
團附屬公司於回顧期間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率將為0%。

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前有權享用優惠中國企業所得稅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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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零一二年為2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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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並無就在中國新稅法下中國附屬
公司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所賺得並須向股東分派有關溢利時繳交預扣稅
之未予分派保留溢利所應佔之暫時性差異而提撥遞延稅項7,148,000港元。

7. 股息

期內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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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
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11,26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虧損48,83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數目676,417,401股（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6,417,401股）計算。

由於在該兩個期間，並無具攤薄影響可予發行之普通股存在，故並無呈報每
股攤薄盈利（虧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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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180日之信貸期。

以下為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賬撥備）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
期呈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63,338 73,878

31 至60日 38,949 46,004

61 至90日 32,556 25,768

91 至180日 31,733 23,599

超過180日 15,968 22,452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82,544 191,701

其他應收款項 30,416 17,52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12,960 20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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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58,985 36,675

31 至60日 39,730 22,445

61 至90日 12,725 15,537

超過90日 12,729 38,678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124,169 113,335

其他應付款項 61,656 82,8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185,825 19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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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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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432,339,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之492,716,000港元減少12.3%或60,377,000港元。

• 本集團之毛利為72,15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27,217,000港元上升165%或
44,933,000港元，而毛利率則為16.7%，較去年同期之5.5% 上升11.2%。

• 本期間股東應佔溢利為11,266,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為虧損48,835,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1.7港仙，而去年同期為每股基本虧損7.2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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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家用產品業務因受到金融海嘯的拖累，全球市場需求疲弱，面對激
烈競爭。但由於原材料價格回落，加上集團管理層以敏感觸覺積極注視市場的變
化，以靈活之手法處理物料採購，再加上員工之共同努力，業務漸趨於穩定，並
於期內錄得利潤。

在PVC管材及管件之業務方面，憑着良好之品牌效應，加上集團管理層對成本作
出嚴謹的監控及因應營商環境轉變迅速作出相應的調整，再加上原材料價格的回
落，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相當理想之回報。

在物業投資方面，於回顧期內，集團物業投資之公平值變動錄得收益720,000港元。

至於集團所研發的環保資源循環再生業務，在回顧期內已有顯著進展，只要繼續
循現時之方向發展，可期產生實質回報。

展望

全球經濟環境將繼續充滿變數，預期於短期內難以全面復甦。而近期原料價格的
回升，會影響家用產品及PVC管材及管件的利潤。預計集團下半年及來年之經營
策略將會以精簡人事架構，減輕成本及致力於增加產能，提升生產力以取得最大
之經濟效益。

另一方面，憑藉集團穩健之業務基礎與及管理層之努力不懈，加上一直擁有穩定
的市場佔有率、良好信譽及與客户已建立的長期合作關係，務求保持市場競爭力，
集團有信心面對現時困難營商環境之挑戰。

集團相信環保資源再生業務於發展成熟後將會是高回報之業務，因此集團不斷密
切注視環保科技之新發展，目標是利用現有之土地資源、過往數年之研發成果及
結合對環保業務累積之經驗，繼續研發新科技高回報之環保投資項目，以期引領
集團創出業務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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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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及已
抵押銀行存款約104,35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863,000港元）
及計息銀行借貸約230,39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8,3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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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達399,676,000港元，已動用其中
230,391,000港元（動用率為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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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516,78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54,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
率約為1.24，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1。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總額增加2.2%至872,50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853,963,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負債總
值與股東資金總額之比率）為0.54（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51)。

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將賬面淨值合共301,08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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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3,411名（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3,355名）員工，其中3,358名為中國廠房之員工。期內之員工酬金總額為49,82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49,69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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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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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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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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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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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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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將於本公司
網站www.worldhse.com.hk及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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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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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波濤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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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