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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附註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及 4 3,728,247 3,430,828

銷售成本 (2,325,499) (2,157,198)

毛利 1,402,748 1,273,630

其他收入 4,372 3,252

利息收入 17,817 13,156

銷售、分銷及宣傳費用 (581,768) (522,233)

行政費用 (402,688) (374,791)

研究及開發費用 (108,592) (99,111)

財務成本 (25,166) (18,470)

除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及稅前溢利 306,723 275,43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7 —

除稅前溢利 306,750 275,433

稅項支出 5 (21,687) (20,657)

期內溢利 6 285,063 254,776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已扣除相關所得稅）之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3,114) 135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外匯遠期合約對沖會計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994) 40,758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2,934) (22,871)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7,042) 18,02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78,021 272,798

期內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股東 285,004 254,737

 非控股性權益 59 39

285,063 254,776

全面收入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股東 277,962 272,759

 非控股性權益 59 39

278,021 272,798

每股盈利（美仙） 8

 基本 15.61 13.89

 攤薄 15.55 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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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及 17 965,526 790,936

 租賃預付款項 — 28,475

 使用權資產 2 及 9 236,318 —

 商譽 581,096 581,215

 無形資產 9 641,086 620,801

 於聯營公司應佔資產額 3,282 3,664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5,663 5,361

 衍生金融工具 9,441 9,441

 遞延稅項資產 86,170 83,945

2,528,582 2,123,838

流動資產
 存貨 1,961,134 1,766,722

 退回商品權利的資產 16,987 14,005

 銷售賬款及其他應收賬 10 1,373,612 1,126,798

 訂金及預付款項 132,737 126,841

 應收票據 10 6,518 5,057

 可退回稅款 5,787 12,852

 應收聯營公司銷售賬款 11 11,140 2,253

 衍生金融工具 28,202 33,788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25,762 32,828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1,205,564 1,103,880

4,767,443 4,225,024

流動負債
 採購賬款及其他應付賬 12 1,884,935 1,921,452

 應付票據 12 26,396 41,164

 保修撥備 108,587 105,215

 應繳稅項 10,992 15,300

 衍生金融工具 1,046 712

 租賃負債 57,847 —

 融資租約之承擔 － 於一年內到期 — 288

 具追溯權之貼現票據 258,163 243,360

 無抵押借款 － 於一年內到期 13 760,514 255,228

 退回權利的退款負債 36,470 33,267

3,144,950 2,615,986

流動資產淨值 1,622,493 1,609,03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151,075 3,73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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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經審核）

股本與儲備
 股本 14 659,545 654,991

 儲備 2,521,386 2,402,780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180,931 3,057,771

非控股性權益 (371) (430)

權益總額 3,180,560 3,057,34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66,667 —

 融資租約之承擔 － 於一年後到期 — 725

 無抵押借款 － 於一年後到期 13 663,377 540,214

 退休福利責任 125,864 119,974

 遞延稅項負債 14,607 14,622

970,515 675,535

權益及非流動負債總額 4,151,075 3,73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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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本公司股東應佔
非控股性
應佔權益

股本
千美元

為股份
獎勵計劃

持有之股份
千美元

匯兌儲備
千美元

僱員股份
補償儲備
千美元

界定福利
責任重新
計量儲備
千美元

對沖儲備
千美元

保留溢利
千美元

總額
千美元

應佔
附屬公司
資產淨值
千美元

總額
千美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53,918 (10,561) (94,058) 6,902 (20,421) (28,784) 2,234,229 2,741,225 (507) 2,740,718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調整 — — — — — — 1,570 1,570 — 1,570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調整 — — — — — — (7,060) (7,060) — (7,060)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653,918 (10,561) (94,058) 6,902 (20,421) (28,784) 2,228,739 2,735,735 (507) 2,735,228
本期間溢利 — — — — — — 254,737 254,737 39 254,776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135 — — 135 — 135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之公平值收益 — — — — — 40,758 — 40,758 — 40,758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22,871) — — — — (22,871) — (22,871)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 — (22,871) — 135 40,758 — 18,022 — 18,022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22,871) — 135 40,758 254,737 272,759 39 272,798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686 — — (128) — — — 558 — 558
回購股份 — — — — — — (12,764) (12,764) — (12,764)
歸屬獎勵股份 — 637 — (637) — — — — — —
股份獎勵計劃之股份 — (4,674) — — — — — (4,674) — (4,674)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2,346 — — — 2,346 — 2,346
認股權失效 — — — (6) — — 6 — — —
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 — — — — — — (93,827) (93,827) — (93,827)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54,604 (14,598) (116,929) 8,477 (20,286) 11,974 2,376,891 2,900,133 (468) 2,899,665

本期間溢利 — — — — — — 297,726 297,726 38 297,764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164) — — (164) — (164)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之公平值收益 — — — — — 10,972 — 10,972 — 10,972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82) — — (82) — (82)
對沖儲備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 (1,498) — (1,498) — (1,498)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26,302) — — — — (26,302) — (26,30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 — (26,302) — (246) 9,474 — (17,074) — (17,074)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26,302) — (246) 9,474 297,726 280,652 38 280,690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387 — — (77) — — — 310 — 310
回購股份 — — — — — — (25,844) (25,844) — (25,844)
股份獎勵計劃之股份 — (10,517) — — — — — (10,517) — (10,517)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2,632 — — — 2,632 — 2,632
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 — — — — — (89,595) (89,595) — (89,595)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54,991 (25,115) (143,231) 11,032 (20,532) 21,448 2,559,178 3,057,771 (430) 3,057,341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調整（附註2.1.2） — — — — — — (22,139) (22,139) — (22,139)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654,991 (25,115) (143,231) 11,032 (20,532) 21,448 2,537,039 3,035,632 (430) 3,035,202

本期間溢利 — — — — — — 285,004 285,004 59 285,063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3,114) — — (3,114) — (3,114)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之公平值虧損 — — — — — (994) — (994) — (994)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2,934) — — — — (2,934) — (2,934)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 — (2,934) — (3,114) (994) — (7,042) — (7,042)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2,934) — (3,114) (994) 285,004 277,962 59 278,021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4,554 — — (906) — — — 3,648 — 3,648
回購股份 — — — — — — (12,644) (12,644) — (12,644)
歸屬獎勵股份 — 1,766 — (1,766) — — — — — —
股份獎勵計劃之股份 — (8,477) — — — — — (8,477) — (8,477)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2,431 — — — 2,431 — 2,431
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 — — — — — (117,621) (117,621) — (117,621)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59,545 (31,826) (146,165) 10,791 (23,646) 20,454 2,691,778 3,180,931 (371) 3,18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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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 306,750 275,433

調整：
 無形資產攤銷╱撇賬 55,411 55,134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 182

 使用權資產折舊 30,808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9,611 62,962

 終止確認使用權資產 (3,487) —

 僱員股份付款 2,431 2,346

 外匯遠期合約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6,871 (7,399)

 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7,065 (6,647)

 財務成本 25,166 18,470

 出售上市股本證券之收益 — (120)

 銷售賬款之減值虧損（已扣除撥回） 8,945 6,568

 利息收入 (17,817) (13,15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639 5,447

 存貨撇減 19,157 18,34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7) —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 513,523 417,566

存貨增加 (214,873) (140,085)

銷售賬款及其他應收賬、訂金及預付款項增加 (261,104) (124,226)

退回商品權利的資產增加 (2,982) —

應收票據增加 (1,461) (7,041)

應收聯營公司銷售賬款（增加）減少 (8,477) 1,410

採購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減少）增加 (36,396) 96,749

退回權利的退款負債增加 3,203 —

應付票據減少 (14,768) (9,927)

保修撥備增加 3,477 3,388

退休福利責任增加 2,776 1,289

購買股份獎勵計劃股份之付款淨額 (8,477) (4,673)

經營（所用）所得現金 (25,559) 234,450

已付利息 (25,166) (18,470)

已付香港利得稅 (3,568) (6,152)

已付海外稅項 (18,605) (26,186)

獲退還海外稅款 1,192 7,972

（用於）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71,706) 19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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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
添置無形資產 (75,690) (62,511)

已收利息 17,817 13,156

出售上市股本證券所得款項 — 2,10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5,472 1,669

購買上市股本證券 — (8,536)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53,033) (85,407)

購買非上市股本證券 (301) —

聯營公司墊款 — (126)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305,735) (139,647)

融資活動
具追溯權之貼現票據增加 14,803 134,465

已派股息 (117,621) (93,827)

取得新銀行貸款 1,552,007 1,140,933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3,648 558

償還銀行貸款 (923,556) (1,211,517)

償還租賃負債 (31,188) —

償還融資租賃之承擔 — (1,491)

回購股份 (12,644) (12,764)

來自（用於）融資活動現金淨額 485,449 (43,643)

現金及現金等額增加淨額 108,008 8,32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額 1,103,880 863,515

匯率變動之影響 (6,324) (8,712)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額 1,205,564 863,127

現金及現金等額結餘之分析
可分為：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1,205,564 863,127

1,205,564 86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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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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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為比較資料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等年度之法定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源於該等財務報表。其他與該等法定財務報表有關之資料如下：

•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遞交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予公司註冊

處。

•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該財務報告出具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並沒有包含核數師以強調方式而沒有對其報告作出保留

意見下所帶出的關注事項之參照；及並沒有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407(2)或(3)條下之聲明。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因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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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於本中期報表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性生效之新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及一詮釋來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及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至二零一七之周期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訂及修訂本及一詮釋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業績及狀況及╱或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的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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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改變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已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
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會計政策之主要改變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條文應用下列會計政策。

租賃的定義
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給予在一段時間內控制可識別資產使用的權利，則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定義於初始或修改日期評估該合約是否為租賃或包含租賃。除非合約的條款及
條件其後出現變動，否則有關合約將不予重新評估。

作為承租人
代價分配至合約組成部分
就包含一項租賃組成部分及一項或多項額外的租賃或非租賃組成部分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根據租賃組成部分的相對單
獨價格及非租賃組成部分的單獨價格總額將合約代價分配至各租賃組成部分。

作為可行權宜方法，具有類似特徵的租賃於本集團合理預期其對財務報表的影響將不會與組合內個別租賃出現重大差
異時按組合基準入賬。

撇除非租賃組成部分
非租賃組成部分與租賃組成部分按彼等相對單獨價格基準分開呈列。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
本集團就租期自開始日期起計為12個月或以內且並無包含購買選擇權的土地及樓宇、傢俬及裝置、廠房設備及機器以
及汽車租賃應用短期租賃確認豁免。本集團亦就低價值資產租賃應用確認豁免。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的租賃款
項按直線基準於租期內確認為開支。

使用權資產
除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外，本集團於租賃開始日期（即相關資產可供使用的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
按成本計量，減去任何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並就租賃負債的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

使用權資產成本包括：

• 租賃負債的初步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支付任何租賃款項，減任何已收租賃優惠；

• 本集團產生的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本集團於拆解及搬遷相關資產、復原相關資產所在場地或復原相關資產至租賃條款及條件所規定的狀況而產生的
成本估計。

本集團於租期結束時合理確定可獲取相關租賃資產所有權的使用權資產，自開始日期起至使用年期結束期間計提折
舊。在其他情況下，使用權資產按直線基準於其估計使用年期及租期（以較短者為準）內計提折舊。

本集團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將使用權資產呈列為單獨項目。

可退回租賃按金
已付可退回租賃按金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入賬，並初步按公平值計
量。初始確認時對公平值的調整被視為額外租賃款項並計入使用權資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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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改變（續）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會計政策之主要改變（續）

作為承租人（續）

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按該日未付的租賃款項現值確認及計量租賃負債。於計算租賃款項現值時，倘租賃隱含的利

率難以釐定，則本集團使用租賃開始日期的增量借款利率計算。

租賃款項包括：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性的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 取決於某一指數或比率的可變租賃款項；

• 預期將根據剩餘價值擔保支付的金額；

• 本集團合理確定將行使購買選擇權的行使價；及

• 支付終止租賃的罰款（倘租期反映本集團會行使選擇權終止租賃）。

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就應計利息及租賃款項作出調整。

倘租期有所變動或行使購買選擇權的評估發生變化，本集團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並就相關使用權資產作出相應調整），

在此情況下，相關租賃負債透過使用重新評估日期的經修訂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款項而重新計量。

租賃的修改

倘出現以下情況，本集團將租賃的修改作為一項單獨租賃入賬：

• 該項修改因增加使用一項或多項相關資產的權利而擴大了租賃範圍；及

• 調增租賃的代價，增加的金額相當於範圍擴大對應的單獨價格，加上按照特定合約的實際情況對單獨價格進行的

任何適當調整。

就未作為一項單獨租賃入賬的租賃修改而言，本集團基於透過使用修改生效日期的經修訂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款項

的經修改租賃的租期重新計量租賃負債。

稅項

就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計量遞延稅項而言，本集團首先釐定使用權資產或租賃負債是否

應佔稅項扣減。

就租賃負債應佔稅項扣減的租賃交易而言，本集團對整體租賃交易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之規定。與使用

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有關之暫時性差額乃按淨額基準進行評估。使用權資產超逾租賃負債本金部分之租賃款項的多餘折

舊產生了可扣減暫時差額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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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改變（續）

2.1.2 因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影響概要

租賃的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

排是否包括租賃」獲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且並無對先前無獲識別為包括租賃的合約應用該

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於首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於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時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所載規定應用租賃的定義。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首次應用日期的

任何差額於期初保留溢利確認，及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於過渡時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的經修訂追溯方法時，本集團按逐項租賃基準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且與各租賃合約相關的租賃應用以下可行權宜方法：

i. 仰賴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作為減值審閱的替代方案評估租賃是否繁重；

ii. 選擇不就租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iii.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不計入初始直接成本；

iv. 就類似經濟環境內相似類別有關資產的類似剩餘租期的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及

v. 根據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事實及情況於事後釐定本集團帶有續租及終止選擇權的租賃的租期。

於過渡時，本集團已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作出以下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確認額外租賃負債及計量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猶如自開始日期起已應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但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C8(b)(i)的過渡，相關集團實體的增量借貸利率貼現於首次應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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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改變（續）

2.1.2 因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影響概要（續）

於確認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之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應用於首次應用日期相關集團實體的增量借款利率。所應

用的加權平均增量借款利率約為2.8%。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千美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316,373

按增量借款利率貼現的租賃負債 287,180
加：合理確定將履行之延長方案 1,863
減：確認豁免 － 短期租賃 (585)
  確認豁免 － 低價值資產 (4,580)
  實體已承擔惟租期尚未開始的租賃 (5,301)
  將不計入租賃負債的非租賃組成部分 (880)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確認有關經營租賃的租賃負債 277,697
加：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確認的融資租賃項下的責任（附註b） 1,01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租賃負債 278,710

分析為
 流動 55,559
 非流動 223,151

278,710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使用權資產賬面值組成如下：

使用權資產
千美元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確認有關經營租賃的使用權資產 255,558
自租賃預付款項重新分類（附註a） 28,475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金額
 －過往於融資租賃項下之資產（附註b） 715

284,748

按類別：
 租賃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28,475
 土地及樓宇 210,715
 辦公室設備、傢俬及裝置 2,528
 廠房及機器 2,930
 汽車 40,100

284,748

附註a：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租賃土地的預付款項分類為租賃預付款項。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後，租賃預付款項
28,475,000美元已重新分類至使用權資產。

附註b： 關於過往於融資租賃項下的資產，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仍在租賃項下的相關資產的賬面值715,000美元重新歸類為使用權資
產。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分別將288,000美元及725,000美元的融資租賃之承擔作為流動及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至租賃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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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改變（續）

2.1.2 因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影響概要（續）

下表概述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保留溢利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的影響

千美元

保留溢利
確認使用權資產與租賃負債的差額 22,139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在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的金額已作出以下調整。不受變動影響之項目並未包括在內。

先前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呈報的賬面值

千美元
重新分類
千美元

調整
千美元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

的賬面值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90,936 (715) — 790,221
租賃預付款項 28,475 (28,475) — —

使用權資產 — 29,190 255,558 284,748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288 55,271 55,559
融資租賃之承擔 288 (288) — —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725 222,426 223,151
融資租賃之承擔 725 (725) — —

股本及儲備
保留溢利 2,559,178 — (22,139) 2,537,039

附註： 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間接方式報告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而言，營運資金的變動乃根據上文所披露的二零一九年一月
一日期初財務狀況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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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3. 分部資料
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按可申報及經營分部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電動工具
千美元

地板護理
及器具
千美元

對銷
千美元

綜合
千美元

分部營業額
 對外銷售 3,321,761 406,486 — 3,728,247
 分部間銷售 — 112 (112) —

分部營業額總計 3,321,761 406,598 (112) 3,728,247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電動工具
千美元

地板護理
及器具
千美元

對銷
千美元

綜合
千美元

分部營業額
 對外銷售 2,962,123 468,705 — 3,430,828

 分部間銷售 — 727 (727) —

分部營業額總計 2,962,123 469,432 (727) 3,430,828

分部間銷售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電動工具
千美元

地板護理
及器具
千美元

綜合
千美元

電動工具
千美元

地板護理
及器具
千美元

綜合
千美元

分部業績 313,928 144 314,072 280,176 571 280,747

利息收入 17,817 13,156

財務成本 (25,166) (18,47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7 —

除稅前溢利 306,750 275,433

稅項支出 (21,687) (20,657)

期內溢利 285,063 254,776

分部業績即各分部未計利息收入、財務成本及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前賺取之溢利，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向本公司執行董

事作報告之基準。

本集團並無披露按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之分析，原因是主要營運決策者並無定期獲得供其審閱之該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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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本集團營業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銷售貨品 3,706,835 3,422,054

佣金及特許使用權收入 21,412 8,774

3,728,247 3,430,828

貨品銷售之營業額於某個時點確認。佣金及特許使用權收入於一段時間內確認。

以下為本集團按地域（根據客戶所在地區釐定）劃分之本集團外界客戶之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北美洲 2,845,008 2,599,475

歐洲 595,198 554,785

其他國家 288,041 276,568

3,728,247 3,430,828

5. 稅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現行稅項：
 香港稅項 (874) (754)

 海外稅項 (22,837) (13,385)

遞延稅項 2,024 (6,518)

(21,687) (20,657)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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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6.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 54,551 53,956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 18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9,611 62,962

 使用權資產折舊 30,808 —

 折舊及攤銷總額 154,970 117,100

 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7,065 (6,647)

 銷售脹款之減值虧損（已扣除撥回） 8,945 6,568

 淨匯兌（收益）虧損 (1,442) 509

 存貨撇減 19,157 18,346

 員工成本 624,869 514,050

7. 股息
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向股東派發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每股50.00港仙（約6.44美仙）合

計總額約117,621,000美元（二零一八年：每股39.75港仙（約5.12美仙）合計總額約93,827,000美元）。

董事會決定向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六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45.00 港仙（約 5.79 美仙）合計總額約

105,87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每股38.00港仙（約4.89美仙）合計總額約89,59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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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285,004 254,737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25,960,944 1,833,993,305

潛在普通股產生之攤薄影響：
 認股權 5,724,117 6,028,096

 股份獎勵 687,353 410,094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32,372,414 1,840,431,495

截至二零一九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因認股權之行使價較每股平均市場價格為高，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行

使本公司若干尚未行使的認股權。

9.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使用權資產
期內，本集團分別動用約253,00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6,000,000美元）及76,000,000美元（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3,000,000美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期內，本集團就土地及樓宇、辦公室設備、傢俬及裝置、廠房及機器以及汽車的使用訂立若干新租賃協議，本集團須定期付款。

於租賃開始後，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39,141,000美元及租賃負債39,14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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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10. 銷售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應收票據
本集團之政策給予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一百二十日。銷售賬款（已扣減信貸虧損撥備），基於發票日期，於期末之賬齡分析

如下：

賬齡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1,141,082 680,424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40,661 346,055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36,809 62,684

銷售賬款總額 1,318,552 1,089,163

其他應收賬 55,060 37,635

1,373,612 1,126,798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所有應收票據之賬齡為一百二十日內。

11. 聯營公司銷售賬款
來自聯營公司之銷售賬款的賬齡為一百二十日內。

12. 採購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應付票據
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採購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賬齡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794,959 822,557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203,121 248,261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11,659 15,006

採購賬款總額 1,009,739 1,085,824

其他應付賬 875,196 835,628

1,884,935 1,921,452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所有應付票據之賬齡為一百二十日內。

13. 無抵押借款
期內，本集團獲得新增銀行借款1,552,0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1,141,000,000美元），息率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本集團亦已

償還現有銀行借款924,0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1,212,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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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普通股
法定股本 2,400,000,000 2,400,0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期初 1,828,521,941 1,835,021,941 654,991 653,918

 因行使認股權發行之股份 1,855,000 600,000 4,554 1,073

 回購股份 (2,350,000) (7,100,000) — —

 於期末 1,828,026,941 1,828,521,941 659,545 654,991

期內，本公司通過聯交所註消其股份如下：

註銷月份

每股股價 已付代價

普通股數目 最高 最低 總額

港元 港元 千美元

二零一九年一月 2,350,000 43.00 40.45 12,644

回購股份已付代價約12,644,000美元於保留溢利扣除。

15. 或然負債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就聯營公司所動用之信貸融資而向銀行提供之擔保 8,877 8,877

16.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
按經常性基準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

本集團部份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如何計量公平值（特別是所使用之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

其輸入數據之可觀測程度以釐定該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及公平值計量所劃分之公平值級別（第1至3級）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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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16.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續）

－ 第1級公平值計量是按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之報價（不作調整）而得出之公平值計量；

－ 第2級公平值計量是指不能採用第1級之市場報價，但可使用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由價格得出）可觀察之資產或負債而得出

之公平值計量；及

－ 第3級公平值計量是指以市場不可觀察之數據為依據，作資產或負債之相關輸入數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以估值技術得出

之公平值計量。

金融資產╱金融負債 於以下日期之公平值 公平值等級 估值技術及主要輸入數據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 
衍生金融工具之收購若干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權利

收購若干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權利：

9,441,000美元

收購若干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權利：

9,441,000美元

第2級 於財政年度止，根據第三方獨立估值師之
估值，按與收購權利相關的土地及樓宇
之公平值計量。

2) 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 
衍生金融工具之外匯遠期合約

資產－
28,202,000美元；

及負債－
1,046,000美元

資產－
33,788,000美元；

及負債－
712,000美元

第2級 貼現現金流量
未來現金流量乃根據遠期匯率（自報告期

末可觀察遠期匯率）及合約匯率（按反映
各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的貼現率貼現）而
估計。

3) 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的上市股本證券

上市股票：
25,762,000美元

上市股票：
32,828,000美元

第1級 由活躍市場之報價。

4) 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的其他金融資產

會所債券：
2,317,000美元

會所債券：
2,316,000美元

第2級 公平值乃經參考類似情況下同類交易的近
期交易價後達致。

非上市股本證券：
3,301,000美元

非上市股本證券：
3,000,000美元

第3級 公平值乃經參考在私人市場認購股份的近
期每股購買價後達致。

其他：
45,000美元

其他：
45,000美元

第2級 公平值乃經參考類似情況下同類交易的近
期交易價後達致。

本公司董事認為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按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兩個期間內不同等級之

間並無轉撥。

17. 資本承擔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有關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作出撥備 33,801 119,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