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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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iddiela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30）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童園」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

績以及二零一六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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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239,721 249,762

銷售成本 6 (179,813) (182,077)
  

毛利 59,908 67,685

其他收入 639 452

其他收益淨額 51 688

銷售及分銷開支 6 (13,441) (17,568)

行政開支 6 (23,121) (22,323)
  

經營溢利 24,036 28,934

財務收入 4 13

財務開支 (3,100) (2,974)
  

財務開支淨額 (3,096) (2,961)
  

除稅前溢利 20,940 25,973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3,918) 4,562
  

期內溢利 17,022 30,535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仙表示）

每股基本盈利 8 2.1 4.1

每股攤薄盈利 8 2.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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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7,022 30,535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2,478 (1,65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扣除稅項 2,478 (1,65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9,500 2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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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預付經營租賃 12,999 12,896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207 100,221
 無形資產 38,676 29,009
 遞延所得稅資產 3,122 3,737
 預付款項 87 1,637

  
157,091 147,500

  
流動資產
 存貨 92,712 107,478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9 102,835 38,71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541 7,21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90,194
 應收股東款項 — 169
 可收回所得稅 2,962 2,962
 現金及銀行結餘 19,071 7,878

  
222,121 254,613

  
資產總額 379,212 402,11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0,000 1
 其他儲備 4,922 45
 匯兌儲備 (832) (3,310)
 保留盈利 64,218 147,196

  
權益總額 168,308 14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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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0,000 13,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3,815 3,776

 其他應付款項 16,498 10,549
  

30,313 27,325
  

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00,558 161,010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0 22,894 18,13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7,273 42,232

 應付所得稅 9,866 9,475
  

180,591 230,856
  

負債總額 210,904 258,181
  

權益及負債總額 379,212 4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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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本集團一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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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ox 1350,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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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本公司刊發招股章程及按每股 0.48港元（「發售價」）

公開發售 250,000,000股股份。本公司的普通股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除另有註明者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港元（「港元」）呈列。

2 擬備基準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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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資料應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的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

報告（「會計師報告」）一併閱讀，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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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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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除採納自截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本外，獲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會計師報告所述者一致。

(a) 自截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生效且對本集團並無重大影響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b) 已經頒佈惟並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的新準則及現有準則的修訂本

自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

 （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的

分類及計量

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

 （修訂本）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9號金融工具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4號保險合約

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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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注資

待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 合約客戶收益 二零一八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

 （修訂本）

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號合約客戶收益

的澄清

二零一八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 租賃 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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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 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二零一八年五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 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週期的年度改進

二零一八年五月一日

4 估計

管理層須就擬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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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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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報告所應用的一致。

5 分部資料

本公司執行董事已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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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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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塑料玩具產品。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營運業績計量

評估業務的表現，並考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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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本集團整體經營業績。

因此，本集團已確認一個經營分部－生產及銷售塑料玩具產品。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益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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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91 113,494

歐洲 81,401 116,429

亞太及大洋洲 17,420 19,183

非洲 809 656
  

239,721 249,762
  

按地理分部的收益分析乃根據客戶位置劃分。



– 10 –

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及無形資產）按地理位置分析如

下：

於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332 91

中國 114,961 114,663
  

115,293 114,75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來自一名（截至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一名）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 10%以上。期內，來自該客戶的

收益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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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93 3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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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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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260

 －非審核服務 300 —

廣告及推廣開支 2,046 1,645

預付經營租賃款項攤銷 203 76

無形資產攤銷 10,730 12,062

滯銷存貨減值撥備 — 77

銀行開支 1,067 1,256

佣金 3,507 2,304

消耗品 4,642 4,799

已售存貨成本 86,234 78,208

關稅及報關手續費 1,661 1,98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178 10,736

其他稅項及附加費 2,695 3,960

經營租賃開支 3,032 3,600

產品測試開支 1,153 1,115

維修及維護開支 1,609 1,597

許可證費 13,715 9,08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9,706 59,098

分包開支 892 2,395

上市開支 6,226 4,089

物流及倉儲開支 8,003 12,918

公用事業 6,555 7,470

其他開支 2,671 3,233
  

216,375 2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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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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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的所得稅開支╱（抵免）金額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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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 2,50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2,570)

遞延所得稅 654 (4,492)
  

所得稅開支╱（抵免） 3,918 (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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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

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計算。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目按以下方式釐定：

(i)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註冊成立日期）發行的 1股普通股已被視

為猶如其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起已發行一樣；

(ii) 本公司就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進行之重組於二零一七年一

月發行的 9,999股普通股已被視為猶如其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起已發

行一樣；

(iii)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於資本化發行下發行的 749,990,000

股普通股已被視為猶如其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起已發行一樣；及

(iv) 向公眾發售的 250,000,000股普通股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發行。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千港元） 17,022 30,535
  

已發行普通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804,645 750,00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2.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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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由於並無已發行的潛

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等同於每股基本盈利。

9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於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102,506 37,442

人民幣 329 1,272
  

102,835 38,714
  

本集團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介乎 0至 150天。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於作出減值撥備前按發票日期呈

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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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

 －最多 3個月 96,159 33,442

 －3個月以上 6,676 5,272
  

102,835 3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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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3,986,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四月三十日：5,166,000港元）均已逾期但並未被視為已減值，原因為其

主要涉及無違約歷史的客戶。根據歷史經驗，本集團董事認為，就該等結餘而

言，由於信貸質素並無出現重大變動，且該等結餘仍被視為可悉數收回，故毋

須就此作出任何減值撥備。已逾期的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

下：

於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逾期：

最多 3個月 3,657 4,605

3個月以上 329 561
  

3,986 5,166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最大信貸風險為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面

值。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擔保。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

與其公平值相若。

期內，本集團其中一名客戶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破產保護生效後，該客戶獲

授為期 180日的保護期，以重組債務及就此再融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

日，該客戶尚有應付本集團的餘額 20,622,000港元，由於本集團同意於破產保

護期間與該客戶繼續進行業務，故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後收回其中

11,377,000港元。經諮詢法律顧問後及基於與該客戶近期所作磋商，管理層對

未有折讓及毋須作出減值撥備的情況下悉數收回有關金額表示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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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於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3,770 6,408

港元 14,113 7,930

人民幣 5,011 3,801
  

22,894 18,139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

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總額

 －1個月內 8,939 7,080

 －1至 2個月 4,661 10,036

 －2至 3個月 6,873 307

 －3個月以上 2,421 716
  

22,894 1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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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分析及討論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的未經審核收益為約

239.7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期」）減少 4.0%（二零一六年：249.8百萬港元）。本

集團的除稅前溢利為約 20.9百萬港元，較上期減少 19.6%（二零一六年：26.0百萬港

元）。於回顧期間，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達 17.0百萬港元。

經營業績

收益

由於新動畫電影「反斗車王 3」在北美洲收到良好反響且美國經濟好轉，我們於回顧

期間在美國市場較上期實現強勁增長。儘管我們對北美洲主要客戶進行銷售的平均

售價略微下降（主要由於美國一名主要客戶的採購安排有變），於回顧期間自北美洲

產生的收益仍增加 25.4%至約 135.2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107.8百萬港元）。

另一方面，於回顧期間，自歐洲產生的收益減少 30.1%至約 81.4百萬港元（二零

一六年：116.4百萬港元）。由於市況呆滯及歐洲各地的政治不穩定性（如英國退歐

及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危機）導致大部分該地區客戶採取緊縮的採購計劃，故歐洲

市場的平均售價及來自不同客戶的訂單均有所減少。

由於上文所述者，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整體收益減少 4.0％至約 239.7百萬港元（二

零一六年：249.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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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毛利減少 11.5％至約 59.9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67.7百萬港

元），主要由於上文所討論的收益減少所致。勞工成本及生產管理費減少，部分被

初級原材料成本及許可證費增加所抵銷，導致銷售成本減少約 2.3百萬港元。於回

顧期間，毛利率較上期輕微下降至 25.0％（二零一六年：27.1％）。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回顧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 23.9%至約 13.4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17.6百萬

港元）。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主要由於一名美國主要客戶的採購安排有變，本集團

於回顧期間毋須再承擔向該名主要客戶所進行銷售的運費，因而令美國運費減少。

行政開支

於回顧期間，行政開支增加 3.6%至約 23.1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22.3百萬港元），

此乃由於上市開支由上期 4.1百萬港元增至回顧期間 6.2百萬港元所致。

財務開支

於回顧期間，財務開支淨額增加 3.3%至約 3.1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3.0百萬港

元）。財務開支淨額增加乃由於浮動利率略有上升所致。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本集團於上期錄得所得稅抵免（扣除稅項開支）4.6百萬港元及於回顧期間錄得所得

稅開支 3.9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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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稅項抵免乃由於撥回上一年度香港利得稅超額撥備、動用先前確認的中國附

屬公司稅項虧損及撥回遞延稅項暫時差額所致，總額為 9.9百萬港元。上期的有關

稅項抵免皆屬非經常性性質，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的招股章

程「財務資料」一節內披露。

純利

撇除上期確認總額為 9.9百萬港元的稅項抵免及撥回以及於回顧期間確認的上市開

支增加 2.1百萬港元，除稅後溢利由上期 30.5百萬港元減少 13.5百萬港元或 44.3%

至回顧期間 17.0百萬港元。

倘撇除上期確認的一筆過稅項抵免及撥回以及兩個期間的上市開支，則回顧期間的

經調整除稅後溢利將僅較上期減少 6.1%。

展望╱未來前景及策略

隨著接近二零一七年年底，本集團實際上已踏入銷售旺季，期間銷售團隊會接待來

自世界各地的客戶。新產品預覽於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前一直持續進行。儘管目前

尚未接獲下一年的正式訂單，但我們經驗豐富的銷售專業人員將能夠在與買家進行

談判及討論的基礎上達成良好共識，從而制定合理的二零一八年銷售預期。

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由於市場持續受經濟下滑影響，故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仍是充

滿挑戰的一年。英國尤為嚴峻，貨幣貶值令增長無望。然而，基於我們與買家的討

論，董事預期未來歐洲前景會轉好，銷量將於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開始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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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的美國市場景氣，且於可預見未來銷量將繼續保持強勁。現

時，對美國玩具反斗城 (Toys R Us)財務狀況的任何擔憂已於該公司二零一七年九月

正式申請破產保護後得以緩解。

我們於本年度秋季新推出一項新特許，整體而言自多名美國市場的主要客戶收到良

好反響，董事預期此新產品線將於二零一八年錄得可觀的銷售業績。本集團同樣對

準備或現正與世界知名授權人就其他新特許機遇進行洽談感到興奮。我們的產品開

發團隊正努力開發新一代電動輪產品，而管理層對此非常雀躍。董事對所有該等新

機會感到滿意，並滿心期待嶄新及具挑戰性的二零一八年。

其他資料

首次公開發售

本公司已根據全球發售按每股股份 0.48港元的發售價發行 250,000,000股普通股股

份（「股份」），所得款項淨額為約 81.4百萬港元，而股份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

日（「上市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及直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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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於香港聯交所

主板上市前的中期股息為每股股份 10,000港元，金額達 100,000,000港元，當中

98,593,000港元已抵銷應收控股股東及相關實體所欠結的款項。今日，董事會決議

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任何其他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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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自上市日期起及直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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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及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董事確認，彼等自上市日期起及

直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就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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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商討。

刊發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於香港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kiddieland.com.hk)

刊載。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

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香港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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