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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盧紹基先生（行政總裁）

盧紹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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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蓮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文嘉豪先生

鄭子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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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梁國偉先生（主席）

文嘉豪先生

鄭子龍先生

薪酬委員會
鄭子龍先生（主席）

文嘉豪先生

梁國偉先生

盧紹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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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嘉豪先生（主席）

鄭子龍先生

梁國偉先生

授權代表
盧紹基先生

張家昌先生

公司秘書
張家昌先生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香港中環

太子大廈22樓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中1號
滙豐總行大廈

香港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中環夏愨道12號
美國銀行中心14樓

註冊辦事處
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Ocorian Trust (Cayman) Limited
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公司網站
http://www.kiddieland.com.hk

股份代號
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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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誠如二零二一年年報「展望╱未來前景及策略」一節所述，運輸成本已成為其中一個全

球各地進口商最關注的事項，尤其是對於本公司的目標顧客而言，原因在於騎行玩具車

體積相對較大或以實物尺寸而言價值較低。若干路線的海運成本於二零二一年上升

500%之多。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貨運成本高企及貨運堵塞，導致
顧客於大量訂購貨物時猶豫不決及貨運日期出現延誤。伴隨著COVID疫情爆發帶來的
持續影響，二零二二財政年度對本集團而言更為挑戰重重。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收益約171.9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
期」）減少22.9%（二零二零年：223.0百萬港元）。於回顧期間，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
3.3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純利17.5百萬港元）。

經營業績

收益

於回顧期間，自北美洲產生的收益減少28.1%至約105.6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46.8
百萬港元）。平均售價及銷售訂單均有所下跌。有關下跌乃主要由於來自當地一最發達

國家的收益減少以及產品組合轉為單位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所致。此外，由於貨運危機

（即貨運成本高企以及美國港口、鐵路站場及貨運公司積壓貨物）預期影響假期玩具銷

售，因此，北美洲的銷售表現最受影響。

另一方面，於回顧期間，自歐洲產生的收益減少10.6%至約55.6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
62.2百萬港元）。來自歐洲市場的銷售訂單有所減少，而平均售價則相對穩定。收益減
少乃主要由於東歐若干發展中國家經濟低迷所致。

於回顧期間，自6V充電式電池供電的騎行玩具車（屬於單位價格相對較高的產品）產生
的收益由約35.2百萬港元減少至約27.0百萬港元。因此，回顧期間的平均售價低於上期。

基於上述各項，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整體收益減少22.9%至約171.9百萬港元（二零二
零年：223.0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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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毛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毛利下跌65.1%至約16.6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47.5百萬港元）。
有關下跌乃由於 (i)上文所討論的收益減少22.9%；(ii)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由於本集團
大部分成本以人民幣支銷，因此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整體生產成本增加；(iii)西方國家
積極頒佈貨幣及金融政策，影響原材料價格的通脹情況；及 (iv)與上期相比，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並無豁免社會保險供款。回顧期間的毛利率減少至9.7%，較上期的21.3%
有所下跌。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回顧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大幅減少69.9%至約4.1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3.6百
萬港元）。有關減少與收益的減幅相符。此外，在上文所述不合理及極高的運費下，於

回顧期間，本集團決定停止與其中一名美國最大零售商的本地業務，並將貨運改回船上

交貨（即一旦貨物裝船後，貨物所有權轉移至顧客）。故此，本集團毋須承擔銷售的海運

成本。因此，物流及倉儲開支於回顧期間大幅減少60.3%。

行政開支

於回顧期間，行政開支（包括金融資產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淨額）增加23.7%
至約16.2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3.1百萬港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i)員工成本增加；
(ii)並無收取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施保就業計劃（「保就業計劃」）有關的政府補貼；
及 (iii)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所致。

財務成本

於回顧期間，財務成本淨額減少66.7%至約0.3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0.9百萬港元）。
有關減少乃由於在二零二一年三月收取出售中國附屬公司的現金所得款項後平均銀行借

款水平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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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錄得所得稅抵免（扣除稅項開支）約0.3百萬港元，而本集團於上期錄
得所得稅開支2.8百萬港元。

回顧期間的所得稅抵免主要歸因於回顧期間錄得的經營虧損。另一方面，上期的所得稅

開支則歸因於上期錄得的經營溢利。

純利

誠如上文所述，隨著於回顧期間的收益大幅減少約51.1百萬港元，連同人民幣升值8.0%
以及並無收取香港政府及中國政府的政府補貼，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3.3百萬港元（二
零二零年：純利17.5百萬港元）。

外幣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及美元進行銷售及採購，而位於中國的生產工廠產生的開支則以人民

幣計值。

由於港元仍然與美元掛鈎，本集團預期此方面的風險不大，並將密切監察人民幣走勢以

考慮是否需要採取任何行動。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外幣的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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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前景及策略

全球疫情持續反覆，同時過去數月出現意料之外的新後遺症。運費已然大幅上漲，集裝

箱供應亦變得極為緊張，出現一箱難求的情況。一如眾多其他公司，本公司依賴集裝箱

及海運作為向海外客戶出口貨物的唯一可行途徑。儘管本集團毋須負責取得集裝箱或支

付運費，惟自夏季開始時出現的新航運中斷現象對銷售造成不利影響。

中國以外的多個國家仍在處理限制、勞動力減少及產量偏低等問題，令許多集裝箱周轉

速度緩慢。北美洲推行的抗疫措施導致勞動力大規模中斷，不僅影響港口運作，亦影響

全國各地的貨運站及內陸運輸路線。由於人手不足，集裝箱開始積壓。

由於難以取得集裝箱，客戶已減低對運輸的需求，本年度生產旺季的許多訂單被迫推

遲。運輸一般延誤多月，零售補貨效率偏低。隨著瓶頸情況最終緩和及貨運開始再度流

通，加上運費上漲，眾多零售商別無選擇，只能隨之提高零售價格。由於管理層預計許

多客戶於聖誕假期後仍無行動，到貨延誤及零售價格上升僅會導致存貨水平高於預期。

目前預期短期之內運費不會下降，加上本年度零售商積壓的存貨過多，本公司將迎來充

滿挑戰的二零二二年。本集團仍將面對重重障礙，包括人民幣兌美元保持強勢及多項原

材料價格上漲的情況。本集團業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航運危機的發展，現時仍然無法

預測。管理層將新一年視為主力減省成本及開拓機遇處處的新目標市場的時間。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 2021中期報告7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6 171,897 222,955
銷售成本 7 (155,274) (175,494)
    

毛利 16,623 47,461

其他收入 458 17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110) 243
銷售及分銷開支 7 (4,131) (13,561)
行政開支 7 (14,921) (12,68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1,670) –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淨額 423 (388)
    

經營（虧損）╱溢利 (3,328) 21,242

財務收入 16 2
財務開支 (287) (950)
    

財務成本淨額 (271) (948)
    

除稅前（虧損）╱溢利 (3,599) 20,294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285 (2,795)
    

期內（虧損）╱溢利 (3,314) 17,499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517 2,58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517 2,586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797) 20,085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之每股
 （虧損）╱盈利（以每股港仙表示）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9 (0.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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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46,011 50,822
使用權資產 13 3,008 4,480
無形資產 12 2,442 8,330
遞延所得稅資產 6,723 6,731
按金及預付款項 731 720
    

58,915 71,083
    

流動資產
存貨 73,899 95,541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4 58,662 24,93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198 4,376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034 17,559
    

147,793 142,411
    

資產總值 206,708 213,4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 100,000 100,000
其他儲備 6,242 6,242
匯兌儲備 3,465 2,948
保留盈利 41,227 44,541
    

權益總額 150,934 15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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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18 1,977
租賃負債 13 78 1,533
    

1,696 3,510
    

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6,198 11,435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6 13,376 20,86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9,118 18,914
合約負債 1,103 855
租賃負債 13 2,947 2,843
應付所得稅 1,336 1,344
    

54,078 56,253
    

負債總額 55,774 59,763
    

權益及負債總額 206,708 21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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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
股本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

 的結餘 100,000 6,242 2,948 44,541 153,731

期內虧損 – – – (3,314) (3,314)
其他全面收益 – – 517 – 517
      

全面虧損總額 – – 517 (3,314) (2,797)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的結餘 100,000 6,242 3,465 41,227 150,9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

股本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一日

 的結餘 100,000 6,242 (744) 37,942 143,440

期內溢利 – – – 17,499 17,499
其他全面收益 – – 2,586 – 2,586
      

全面收益總額 – – 2,586 17,499 20,085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

 的結餘 100,000 6,242 1,842 55,441 16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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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130) 33,808
已收利息 16 2
已付利息 (168) (879)
（已付）╱退回所得稅 (74) 569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356) 33,500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051) (7,00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113 –
結算收購許可證產生的負債 (2,486) (3,19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424) (10,198)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銀行借款的所得款項 40,698 33,285
償還銀行借款 (34,500) (53,706)
償還租賃負債 (1,532) (641)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4,666 (21,06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3,114) 2,240
匯率差額的影響 24 80

於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 16,124 7,220
   

於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 13,034 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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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本集團一般資料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
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
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塑膠玩具產品。

除另有註明者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其應與截至二零二
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報（「年報」）一併閱讀。年報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除採納自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準則、

修訂本及詮釋外，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年報所述者一致。

(a) 本集團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改進及詮釋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自二零二一

年五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期間強制使用，並與其業務有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4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於當前及

過往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載之披露造

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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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續）

(b) 本集團尚未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改進及
詮釋

下列為並非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且本集團並

未提早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改進及詮釋：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

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
 報告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二零二三年

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二零二三年

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所產生資產及

 負債相關之遞延稅項
二零二三年

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於作
 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修訂本）

有償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概念框架指引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

五月一日

年度改進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合營公司之間之資產
 出售或注資

有待釐定

預計上述對現有準則的新訂準則及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

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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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4 估計

管理層須就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作出對會計政策的應用以及呈報的資產及

負債、收入及支出之報告金額構成影響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

等估計有所不同。

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

及估計不確定性的關鍵來源與年報所應用的一致。

5 財務風險管理

(a)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的活動令本集團面臨多種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公平

值利率風險、現金流利率風險及價格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規定年報必須載列的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

料及披露，故應與年報一併閱讀。

自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以來，本集團的風險管理政策並無變

動。

(b) 流動資金風險

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相比，金融負債合約未貼現現金流出

並無重大變動。

(c) 公平值估計

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其他

應收款項及按金，而本集團的金融負債包括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應

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及銀行借款。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其公

平值相若，此乃由於其到期日較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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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6 分部資料

本公司執行董事已獲識別為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負責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

告，以定期評估本集團的表現及分配資源。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經營業績計量評

估玩具業務的表現，並視玩具業務為單一經營分部。由於本集團資源已整合，向

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資料著眼於本集團整體經營業績。

因此，本集團已識別一個經營分部 — 製造及銷售塑膠玩具產品。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益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洲 107,068 147,523
歐洲 55,592 62,230
亞太及大洋洲 9,237 12,923
非洲 – 279
   

171,897 222,955
   

按地理分部的收益分析乃根據客戶位置劃分。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來自一名（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一名）客戶之收益個別佔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期內，來自該客
戶的收益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48,797 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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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7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的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核數師酬金

 — 審核服務 725 743
 — 非審核服務 208 236
廣告及推廣開支 1,258 2,262
無形資產攤銷（附註12） 6,082 6,081
銀行費用 407 708
佣金 1,093 3,354
消耗品 3,017 3,706
已售存貨成本 83,629 98,986
關稅及報關手續費 969 86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附註11） 6,460 5,242
使用權資產折舊（附註13） 1,519 1,877
短期及低價值經營租賃開支 2,488 2,404
許可證費用 6,826 10,780
物流及倉儲開支 4,617 11,574
其他稅項 1,085 1,053
產品測試開支 1,075 687
維修及維護開支 1,226 1,42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3,061 41,052
分包開支 784 620
公用開支 5,817 5,899
其他開支 1,980 2,190
   

174,326 20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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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7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取來自香港政府的補貼

1,710,000港元，用作支付香港僱員的工資及薪金。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豁
免中國僱主為其僱員向政府監管的計劃作出供款。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收取上述類似的政府補貼。

8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已就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16.5%的稅率計提撥備。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本集團的美國附屬公司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介乎5%至39%的累進稅率繳納美國企業所得稅。

已於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計入）╱扣除的所得稅開支金額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期內溢利即期稅項 66 772

遞延所得稅 (351) 2,023
   

所得稅（抵免）╱開支 (285) 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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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9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計算。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千港元） (3,314) 17,49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1,000,000 1,000,00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港仙） (0.3) 1.7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並無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由於與向僱員授出的購股權相關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效應，及我們假設

並無任何購股權獲轉換或行使，故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0 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宣派或派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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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物業裝修 傢俬及裝置 辦公室設備 汽車 廠房及機器 模具及工具 在製模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賬面淨值
於期初 2,457 311 267 107 6,557 27,286 10,662 47,647

添置 1,725 16 35 – 38 352 4,837 7,003

折舊（附註7） (631) (56) (98) (29) (690) (3,738) – (5,242)

完成時轉撥 – – – – – 4,968 (4,968) –

匯兌差額 78 10 2 4 167 646 325 1,232
         

於期末 3,629 281 206 82 6,072 29,514 10,856 50,640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賬面淨值
於期初 2,958 237 136 60 5,495 32,105 9,831 50,822

添置 715 14 – – – – 2,322 3,051

折舊（附註7） (1,145) (47) (56) (12) (466) (4,734) – (6,460)

完成時轉撥 – – – – – 4,900 (4,900) –

減值虧損 (90) – – – (175) (1,146) (259) (1,670)

出售 – – (3) – (110) – – (113)

匯兌差額 33 2 1 1 44 213 87 381
         

於期末 2,471 206 78 49 4,788 31,338 7,081 46,011
         

銷售受壓加上毛利率下跌，導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財務業績下降。本集團已進行減值評估，並確定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可收回金額

跌至低於賬面值。因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確認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約1,67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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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無形資產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許可證 2,442 14,090
   

於期初 8,330 19,268
添置 194 903
減：攤銷（附註7） (6,082) (6,081)
   

於期末 2,442 14,090
   

許可證費用指根據許可證安排就製造帶有特定卡通圖案的玩具產品並向若干國家

分銷的非獨家權利的最低付款。無形資產的攤銷已自銷售成本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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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租賃及使用權資產

本集團持有關於工廠及樓宇、辦公室物業、倉庫及員工宿舍的租賃合同。截至二

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的變動情況如下：

辦公室物業

工廠及
樓宇、倉庫
及員工宿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使用權資產
期初 – 4,480 4,480
添置 – – –
折舊（附註7） – (1,519) (1,519)
匯兌差額 – 47 47
    

期末 – 3,008 3,008
    

租賃負債
期初 – 4,376 4,376
添置 – – –
融資成本 – 134 134
付款 – (1,532) (1,532)
匯兌差額 – 47 47
    

期末 – 3,025 3,025
    

即期 – 2,947 2,947
非即期 – 7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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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租賃及使用權資產（續）

辦公室物業

工廠及

樓宇、倉庫

及員工宿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使用權資產
期初 459 6,911 7,370
添置 – – –
折舊（附註7） (459) (1,418) (1,877)
匯兌差額 – 278 278
    

期末 – 5,771 5,771
    

租賃負債
期初 478 4,188 4,666
添置 – – –
融資成本 2 84 86
付款 (480) (161) (641)
匯兌差額 – 183 183
    

期末 – 4,294 4,294
    

即期 – 1,380 1,380
非即期 – 2,914 2,914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有關辦公室物業的租賃合同已於

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屆滿。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訂立一份新租賃合

同，為期12個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新租賃合同並不符合資格確
認為使用權資產。有關辦公室物業的租賃付款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期間確認為短期經營租賃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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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59,092 26,061
減：虧損撥備 (430) (1,126)
   

58,662 24,935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以下列貨幣計值：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59,092 25,366
人民幣 – 695
   

59,092 26,061
   

本集團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介乎0至180日。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應收貿
易款項及應收票據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最多三個月 56,562 23,800
三個月以上 2,530 2,261
   

59,092 2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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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面值為0.1港元的法定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1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1,000,000 100,000
   

16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以下列貨幣計值：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424 7,669
港元 9,953 9,943
人民幣 2,999 3,250
   

13,376 20,862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
如下：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以內 3,470 10,545
一至兩個月 4,731 9,445
兩至三個月 4,860 430
三個月以上 315 442
   

13,376 2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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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7 關聯方交易

董事認為，以下人士╱公司為期內與本集團有交易或有結餘的關聯方。以下關聯

方交易乃按照雙方協定的條款進行。

關聯方姓名╱名稱 與本集團的關係
  

盧鴻先生 本公司的執行董事

梁小蓮女士 本公司的執行董事

盧紹基先生 本公司的執行董事

盧紹珊女士 本公司的執行董事

冼盧紹慧女士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及執行董事

Esther & Victor Limited 由盧鴻先生及梁小蓮女士控制

天龍企業投資有限公司 由盧鴻先生及梁小蓮女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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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7 關聯方交易（續）

(a) 與關聯方進行的交易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i) 已付或應付天龍企業投資有限公司的 
 辦公室經營租賃開支 2,480 2,880

   

2,480 2,880
   

(ii)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工資、薪金及花紅 4,044 4,552
退休福利 45 63
其他福利 223 120

   

4,312 4,735
   

(b) 其他安排

期內，兩間關聯公司Esther & Victor Limited及天龍企業投資有限公司為使
本集團獲得銀行融資約215,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237,663,000港元）而將彼等物業抵押予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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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持有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的權益及╱或淡倉如
下：

於相聯法團股份的好倉 —KLH Capital Limited（「KLH Capital」）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普通股）

於KLH Capital
的概約持股

百分比
     

冼盧紹慧女士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0,000 100%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各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持有任何須載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的權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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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主要股東（除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持有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內的
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的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普通股）

於本公司的
概約持股百分比

    

KLH Capital 實益擁有人 750,000,000（附註） 75%

附註： 冼盧紹慧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持有KLH Capital已發行股份的100%。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並非本

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2及3分部條文規定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所持重大投資

除投資於附屬公司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持有任何重

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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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本報告日期，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其後並無任何重大事項。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批准及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以
便本公司向董事、僱員或其他經選定參與人士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付出貢獻

的獎勵及回報。購股權計劃自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市日期」）起生效。截至二零
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向合資格人士所授出購股權的變動詳情如下：

根據所授予購股權可予發行的股份數目
 

合資格人士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於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一日
的結餘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期內註銷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的結餘 每股行使價

港元          

持續合約僱員，

 惟不包括董事
二零一八年

 七月十九日
（附註 (ii)） 14,100,000 – – (14,100,000) – – 0.280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有授出任何購股權。

(ii) 上述購股權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期間可予

行使及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屆滿。

(iii) 每名合資格人士就獲授購股權所支付的現金代價為1.00港元。

(iv) 承授人均非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其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 2021中期報告 30

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

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經向各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

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

則。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條披露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資料

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子龍先生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與本公司重續委任函，另行為期

三年。根據相關委任函應付予每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現行年度董事袍金為60,000港元。

除上述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條予以披露。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商討審核、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報告事宜（包

括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承董事會命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盧鴻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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