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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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506,071 540,679
銷售成本 (445,666) (495,065)

毛利 60,405 45,614
其他收入 4,594 2,825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9,986 19,377
銷售及分銷成本 (7,522) (7,287)
行政費用 (54,948) (55,153)
財務成本 5 (4,427) (4,357)

除稅前溢利 8,088 1,019
稅項（支出）抵免 6 (3,345) 3,810

本期間溢利 7 4,743 4,829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2,958) 22,930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重新分類累計換算儲備至溢利或虧損 (30) –

(12,988) 22,930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8,245) 27,759

應佔本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964 5,396
非控股權益 (221) (567)

4,743 4,829

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010) 28,313
非控股權益 (235) (554)

(8,245) 27,759

每股盈利 9
基本 0.73港仙 0.80港仙

攤薄 0.73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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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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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5,390 24,090
物業、機器及設備 11 645,012 674,474
預付租賃款項 84,372 86,458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6,835 1,169
無形資產 12 1,627 1,858

763,236 788,049

流動資產

存貨 233,824 232,95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291,245 296,756
衍生金融工具 14 261 –
可退回稅項 1,030 4
已抵押銀行存款 25,442 32,266
銀行結餘及現金 69,298 72,554

621,100 634,53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233,830 245,181
應付董事款項 23,235 23,445
應付稅項 2,675 2,066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貸 16 158,786 187,851
衍生金融工具 14 – 3,009

418,526 461,552

流動資產淨值 202,574 172,98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65,810 96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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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貸 16 16,117 –

遞延稅項負債 6,608 6,103

22,725 6,103

943,085 954,93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7,642 67,642

儲備 875,456 884,15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43,098 951,794

非控股權益 (13) 3,138

943,085 954,932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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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不可

分派之儲備 購股權儲備 換算儲備
中國法定
盈餘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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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67,642 313,127 251,393 4,869 309,626 14,837 (9,700) 951,794 3,138 954,932

本期間溢利 – – – – – – 4,964 4,964 (221) 4,74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 – – – (12,974) – – (12,974) (14) (12,988)

本期間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 (12,974) – 4,964 (8,010) (235) (8,245)

轉撥 – – – – – (143) 143 – – –
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附註19及20） – – – – – – (686) (686) (487) (1,173)
出售附屬公司（附註19） – – – – – – – – (2,429) (2,429)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7,642 313,127 251,393 4,869 296,652 14,694 (5,279) 943,098 (13) 943,085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67,642 313,127 251,393 – 254,690 13,343 29,961 930,156 – 930,156

本期間溢利 – – – – – – 5,396 5,396 (567) 4,82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 22,917 – – 22,917 13 22,930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22,917 – 5,396 28,313 (554) 27,759

轉撥 – – – – – 48 (48) – – –
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 – – – 3,541 3,541
已付股息 – – – – – – (3,382) (3,382) – (3,38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7,642 313,127 251,393 – 277,607 13,391 31,927 955,087 2,987 958,074

附註：

(a) 本集團之不可分派儲備因附屬公司將保留溢利撥充資本而產生。

(b)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海外投資企業之相關法律及法規所訂明，中國附屬公司須維持

法定盈餘儲備基金。法定盈餘儲備基金乃不可分派。該等儲備之撥款乃由中國附屬公司董事會酌情

決定自中國附屬公司之除稅後純利作出。法定盈餘儲備基金可用作彌補過往年度虧損（如有），並

可透過資本化發行之方式轉換為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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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20,723 (55,411)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 (11,279) (17,414)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5,770) (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699 686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之所得款項 – 19,552
贖回以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之 
所得款項 – 11,899

出售附屬公司之所得款項淨額 19 2,144 –
存入已抵押銀行存款 (10,321) (189,789)
撤回已抵押銀行存款 17,041 191,175
向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墊款 – (3,085)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926 868

(6,560) 13,883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新增銀行貸款 79,404 92,829
償還銀行貸款 (86,690) (93,429)
償還董事款項 (200) (3,842)
董事墊款 – 150
已付股息 – (3,382)
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注資 – 3,541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9,249) 5,748

(16,735) 1,6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572) (39,913)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2,554 71,238
匯率變動之影響 (684) 1,306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69,298 3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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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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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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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

除以下載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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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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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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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就計量遞延稅項而言，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採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被假定透過出售收回，惟有關假定在

若干具體情況下被推翻除外。

本集團採用公平值模式計量其投資物業。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董事已審閱本

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並推定本集團位於中國之投資物業可予折舊及其業務模式內被持有之目的乃

為隨時間流逝大致上消耗投資物業所體現之所有經濟效益。因此，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中所載之假設予以推翻。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狀況及表

現造成任何影響。此乃因過往本集團亦確認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遞延稅項，其基準為該等物業之

全部賬面值透過使用予以彌補。

關於本集團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董事推定持有投資物業之業務模式的目的並非隨著時間之推移

消耗投資物業中體現之大部份經濟效益，且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中載列之推測並未遭到

推翻。由於適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本集團並未就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確認任何遞延稅項，因為本集團毋須就出售其香港投資物業而繳納任何所得稅。香港會計準則第12

號（修訂本）之應用乃以回溯方式予以適用，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公平值變動確認之遞延稅項負債為820,000港元，就稅項虧損確

認之遞延稅項資產為820,000港元，此兩項金額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抵銷。修訂本之適用已導致並

無任何遞延稅項負債及遞延稅項資產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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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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家用產品
PVC管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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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180 287,491 – – 505,671

分類間銷售 223 179 – (402) –

租賃收入 – – 400 – 400

分類收益總額 218,403 287,670 400 (402) 506,071

分類溢利 6,904 7,823 1,460 – 16,187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之收益 3,968

出售附屬公司所產生之收益 1,424

利息收入 228

未分配集團支出 (9,292)

財務成本 (4,427)

除稅前溢利 8,088

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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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PVC管材及

家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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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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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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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附屬公司所產生之收益、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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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1,300 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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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3,968 2,625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 18,92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產生之虧損 (506) (1)

出售附屬公司所產生之收益（附註19） 1,424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800  (4,462)

9,986 19,377

5. 財務成本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4,427 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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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支出 – (410)

中國企業所得稅（支出）抵免 (2,786) 467

遞延稅項（支出）抵免 (559) 3,753

(3,345) 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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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所採用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25%（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4%）。

根據中國相關法例及法規，本公司四間（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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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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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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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89,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7,273,000港元）有關之遞延稅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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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期間溢利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214 208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241 1,199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6,877 26,961

確認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4,465 4,257

並已計入下列各項：

投資物業之租金總收入 400 449

減：租金收入之直接經營開支 (239) (93)

161 356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 18,926

利息收入 228 208

陳舊存貨撥備之撥回（附註） – 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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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期間確認，而該金

額已計入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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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內，概無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獲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宣派及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末期股息3,382,000港元予本公司擁有人）。董事已議決於本中期期間將不會派付股息（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盈利

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時，乃根據以下資料進行︰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4,964 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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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續）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76,417,401 676,417,401

加︰本公司向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員工發行 

尚未獲行使購股權有關攤薄性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1,418,848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77,836,249 676,417,401

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潛在普通股存在，故並無呈報每股攤薄盈利。

10. 投資物業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由獨立專業估值師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參考資本化相關淨收入之基準而作

出公平估值，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因此而增加1,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270,000港元），已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溢利或虧損中直接確認。

11. 物業、機器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就添置中國生產廠房之開支約為10,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7,500,000港元）。

12.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乃按其估計可使用之10年有效年期以直線法攤銷。本期間已作出攤銷金額21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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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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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76,224 100,072

31至60日 52,594 56,097

61至90日 29,351 29,631

91至180日 41,290 25,731

超過180日 18,517 18,743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217,976 230,274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49,322 37,879

有關重建項目之預付款項（附註21） 21,500 21,500

預付租賃款項 2,447 2,471

借予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之貸款 – 4,63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91,245 29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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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遠期外幣合約

流動資產

－衍生金融資產 261 –

流動負債

－衍生金融負債 – (3,009)

261 (3,009)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持有下列尚未到期之遠期外幣合約。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到期之遠

期外幣合約之主要條款如下：

名義金額 到期日 匯率

（附註）

買入4,000,000美元至8,000,000美元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十九日

1美元兌人民幣6.46元 

至6.65元

附註：  倘到期參考匯率少於或相等於上文所載兌美元匯率範圍，則本集團將賺取外匯收益。當到期

參考匯率大於上文所載兌美元匯率範圍，本集團將錄得外匯虧損。到期參考匯率乃由對方銀

行參照於到期日可公開取得之美元兌人民幣官方匯率而釐定。

上述衍生工具乃按於報告期末之公平值計量，其公平值乃根據有關對方金融機構於報告期末所提供

之估值金額而釐定。上述衍生金融工具以美元計值，美元為有關集團公司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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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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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40,416 42,688

31至60日 29,550 35,550

61至90日 14,644 14,447

超過90日 24,304 38,993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108,914 131,678

其他應付款項 34,185 37,966

就重建項目已收取之按金（附註21） 36,630 37,037

預收款項 54,101 38,50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233,830 245,181

16. 銀行借貸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獲得新銀行貸款約79,40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92,829,000港元）及償還銀行貸款86,69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3,429,000港元）。所得款項乃用作供給本集團作為一般營運資金。若干銀行借貸由金額約為

182,00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1,822,000港元）之已抵押銀行存款及

若干非流動資產作抵押。

17. 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以下項目已訂約惟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撥備之 

資本開支：

－樓宇 27,665 –

－廠房及機器 12,665 1,485

40,330 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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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連方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關連方擁有下列重大交易：

與關連方之關係 交易性質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 薪金及其他福利 6,444 6,444

（其中三人為本公司主要股東 

及其中三人為本公司股東）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9 24

6,463 6,468

若干董事之近親成員 薪金及其他福利 2,070 2,070

（該等董事為本公司主要股東）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8 18

2,088 2,088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錦揚有限公司（附註）（為本集

團之關連人士）提供住宅物業，作為本集團其中一項銀行融資的擔保，融資金額為23,562,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411,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該項銀行融資

約16,49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970,000港元）。

附註：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股東李達興先生及其配偶馮美寶女士為錦揚有限公司之董事及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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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七日，本集團向華南再生棉紗（梧州）有限公司（「華南再生（梧州）」）之非控股

股東收購華南再生（梧州）之額外19%股權，代價約為1,173,000港元。華南再生（梧州）為本公司之
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生產棉紗。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減少與代價之差額約686,000港元已計入簡明
綜合權益變動表之保留溢利。交易完成後，本集團於華南再生（梧州）之股權由51%增加至70%。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本集團與華南再生（梧州）之另一非控股股東訂立一項買賣協議，以出

售華南再生（梧州）之70%股權，代價約為4,000,000港元。是次出售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完成，而本集團於當日失去對華南再生（梧州）之控制權。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已於簡明綜合全面

收益表之損益確認。

於出售日期之
資產淨值
千港元

已出售資產淨值

物業、機器及設備 6,471
存貨 54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5,234
銀行結餘及現金 68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5,92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 (1,975)

5,035
減：非控股權益 (2,429)

已出售資產淨值 2,606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重新分類累計換算儲備至損益 (30)
出售之收益 1,424

總代價 4,000

以下列方式支付：

現金 2,827
應付華南再生（梧州）前非控股股東之款項（附註20） 1,173

4,000

出售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

已收現金代價 2,827
減：已出售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683)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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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主要非現金交易

收購華南再生（梧州）之額外權益（詳情見附註19）之代價1,173,000港元，於本集團出售華南再生

（梧州）之日期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仍未支付。作為向非控股股東出售華南再生（梧州）而於二零

一二年四月十九日訂立之買賣協議之一部份，該非控股股東同意承擔結欠華南再生（梧州）之前非

控股股東之債務1,173,000港元，作為部份支付總購買代價。

21. 其他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本公司其中一間附屬公司佳多榮有限公司（「佳多榮」）與一名獨立第三

方物業發展商訂立合作開發框架協議，內容有關重建佳多榮所擁有之一幅土地，而該土地上之工廠

現時為本公司其中一間附屬公司世界塑膠餐墊（寶安）有限公司之其中一個生產廠房。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一日，佳多榮與同一名獨立第三方進一步訂立拆遷補償協議（「拆遷補償協

議」）。根據拆遷補償協議，本集團會將該土地及該土地上之廠房交由該名獨立第三方發展，以置換

若干居住或商業物業（「補償物業」）。然而，截至報告期末，雙方尚未落實補償細節。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相關預付租賃款項及該土地上之廠房之賬面值分別為8,051,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191,000港元）及26,27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125,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收取按金人民幣30,000,000

元（相等於約36,630,000港元），並已計入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附註

15）。該按金須於收訖所有補償物業或中國政府當局確認終止重建項目時退還。於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亦已就中國律師就重建項目將提供之法律顧問服務預付21,500,000

港元，並已計入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附註13）。

本公司董事認為，重建項目尚在初步階段，仍須待中國有關當局批准更改該土地之土地使用權用

途，即計劃由工業物業更改為住宅、公用設施及其他商業物業後，方可作實。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董事認為，尚未能估計拆遷補償協議之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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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審閱報告

致世界（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已審閱於第3至22頁之世界（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該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

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及相關解釋附註。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報告時須遵守相關條文規

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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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本

核數師之責任是根據審閱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按照與本核數師協定之委聘

條款，僅向　閣下作出報告。除此以外，本核數師之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本核數師概不會

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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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

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審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宜之

人員作出查詢，並進行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式。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之

範圍為小，故不能讓本核數師保證本核數師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

此，本核數師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本核數師之審閱工作，本核數師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核數師相信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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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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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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506,071,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之540,679,000港元減少6.4%或34,608,000港元。

• 本集團之毛利為60,40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45,614,000港元增加32.4%或

14,791,000港元，而毛利率則為11.9%，較去年同期之8.4%增加3.5%。

•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4,96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為溢利5,396,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0.73港仙，而去年同期為每股基本盈利0.80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

在經濟全球化下，傳統的製造業競爭激烈，加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仍未明朗，本集團於回顧期

內之營業額比去年同期下跌約百份之六。但由於塑膠原材料之價格於期內略為穩定，毛利較

去年同期上升百份之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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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內，家用產品業務雖然在面對銷售市場激烈競爭及國內生產營運成本不斷上升的

壓力下，本集團仍能付出了最大努力保持經營利潤，業務尚算穩定。

PVC管材及管件業務方面，隨著國內房地產業務的停滯不前，於回顧期內營業額有所下降，但

憑藉完善的企業管理加上穩定的塑膠原材料價格，仍能保持經營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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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300,000港元。

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會繼續保持家用產品及PVC管材及管件等傳統業務的穩定發展，極力爭取

經營利潤，另外致力發展環保資源循環再生等新興業務，務求為集團爭取較高盈利。

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華南再生資源（中山）有限公司（「華南（中山）」）一直努力專注研究及

發展環保回收固、液體廢物垃圾減量等業務，並研發多達十八項環保發明專利及實用新型專

利，而其中多項更成功分別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台灣批予專利証書。

本集團會繼續努力研發其它新穎的環保科技，現正準備提交全套先進全自動化之廚餘回收再

生飼料系統之專利申請，並會策略性地好好善用科研成果，準備在適當時候將所擁有的知識

產權逐步地轉化為集團的盈利能力。

華南（中山）現正在廠房內安裝一條先進全自動化之生產線發展廚餘回收再生飼料業務，預

計於本年內可試產成功，並正在香港尋找合適的生產場地計劃發展此項業務，本集團希望於

中、港兩地能順利開拓此項業務，為集團未來帶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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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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約94,74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4,820,000港元）及計息銀行借貸約174,903,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7,85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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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達400,252,000港

元，已動用其中174,903,000港元（動用率為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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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621,1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634,538,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1.5，而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總額減少1.2%至

943,08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4,932,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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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0.49）。

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將賬面淨值合共182,00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3,791,000港元）

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預付租賃款項及銀行存款抵押予銀行，作為授予本集團一

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員工及僱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2,372名（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2,904名）員

工，其中2,326名為中國廠房之員工。期內之員工酬金總額為53,57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66,6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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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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

法團之股份中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所

載之權益，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所持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李達興 1,756,072 38,947,087 (a) 28,712,551 (c) 280,895,630 (d) 350,311,340 51.79%

馮美寶 39,947,087 30,468,623 (b) – 280,895,630 (d) 350,311,340 51.79%

李振聲 21,815,830 240,000 (e) – 280,895,630 (d) 302,951,460 44.79%

李栢桐 2,766,448 – – – 2,766,448 0.41%

許志權 100,000 – – – 100,000 0.01%

陳麗娟 2,623 – – – 2,623 –

附註：

(a) 李達興先生為馮美寶女士之丈夫，故馮美寶女士之個人權益亦為李達興先生之家族權益。

(b) 馮美寶女士為李達興先生之夫人，故李達興先生之個人及公司權益亦為馮美寶女士之家族權益。

(c) 此等股份由Lee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該公司則由李達興先生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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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股份權益（續）

(d) 此等股份由Goldhill Profits Limited持有，該公司由一項全權信託全資擁有，而李達興先生、李振聲

先生及馮美寶女士為該信託之全權受益人。

(e) 此等股份由李振聲先生之夫人黎麗華女士持有，黎麗華女士之個人權益亦為李振聲先生之家族權

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下列董事於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中擁有個人

權益：

董事姓名 附屬公司名稱

持有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之

數目

馮美寶 環球製品廠有限公司 100

李栢桐 香港膠餐墊廠有限公司 25,000

該等遞延股份並不賦予持有人於以上附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或獲任何溢利分派之

權利（除非以上附屬公司可撥作股息之溢利超過10,000,000,000港元），亦無獲資本退回之權

利（除非以上附屬公司已各自將總額10,000,000,000港元之款項派發予普通股股東）。

除上述者及「購股權及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內所披露之購股權持有者及董事以信託

形式代本集團持有附屬公司之若干代名人股份外，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或任何證券中概無擁有任何權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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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本公司董事之股份權益外，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顯示，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有任何其他權益佔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

除本中期報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於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條文須向本公

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及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下表披露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購股權變動：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行使期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附註1）

類別1：董事

李達興 24.10.2011 0.237 24.10.2011至23.10.2021 6,000,000
馮美寶 24.10.2011 0.237 24.10.2011至23.10.2021 6,000,000
李振聲 24.10.2011 0.237 24.10.2011至23.10.2021 6,000,000
李栢桐 24.10.2011 0.237 24.10.2011至23.10.2021 2,000,000
陳麗娟 24.10.2011 0.237 24.10.2011至23.10.2021 2,000,000
張子文 24.10.2011 0.237 24.10.2011至23.10.2021 1,000,000
崔志謙 24.10.2011 0.237 24.10.2011至23.10.2021 600,000
許志權 24.10.2011 0.237 24.10.2011至23.10.2021 600,000
何德基 24.10.2011 0.237 24.10.2011至23.10.2021 600,000

類別2：僱員 24.10.2011 0.237 24.10.2011至23.10.2021 22,000,000

46,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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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及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續）

附註1： 此等購股權由授出日期起計十年內可予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上述購股權自授出日期以來概無獲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

公司之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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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證券、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其他類似權利

除上文所述之購股權外，本公司於本期間內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已發行可換股證

券、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其他類似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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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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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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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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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達興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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