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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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INSHINE SCIENCE COMPANY LIMITED
瀛晟科學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瀛晟科學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下文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
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165,402 286,297
銷售成本 (153,688) (254,915)

毛利 11,714 31,382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5 10,548 5,476
銷售及分銷成本 (2,306) (3,905)
行政開支 (30,545) (32,947)
研發開支 (1,185) (85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9,893) 3,669
其他經營開支 (9,856) (9,572)
融資成本 (6,843) (5,218)

除稅前虧損 (38,366) (11,971)
所得稅開支 6 (2,136) (630)

本期間虧損 7 (40,502) (12,6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40,502) (12,601)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1.11港仙） （0.3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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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虧損 (40,502) (12,601)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不會轉列入損益之項目：
物業重估收益 1,870 –

可於其後轉列入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977) (3,33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893 (3,338)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39,609) (15,9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39,609) (1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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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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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33,293 126,570
使用權資產 10 10,847 –
預付土地補價 – 3,729
投資物業 111,402 105,912
應收貸款 – 13,987
遞延稅項資產 8,808 8,808

264,350 259,006

流動資產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687 17,580
存貨 129,158 89,424
預付土地補價 – 143
應收貿易款項 11 88,481 43,245
應收貸款 18,497 4,510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 22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4,698 35,221
銀行結餘及現金 59,919 75,489

328,440 265,84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2 116,308 117,86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0,691 54,041
合約負債 1,620 1,745
貸款 13 283,819 160,422
租賃負債 3,540 –
應付稅項 2,143 2,133

438,121 336,203

流動負債淨額 (109,681) (70,36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4,669 188,643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572 –
遞延稅項負債 26,369 24,306

29,941 24,306

資產淨值 124,728 164,33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66,186 366,186
虧絀 (241,458) (201,849)

權益總額 124,728 16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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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瀛晟科學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之
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而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為
香港灣仔港灣道25號海港中心22樓2202-2203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由於延遲刊發二零一八年全年業績及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3.50條之規定，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而其主要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製造玩具作銷售、證券投
資以及醫藥及保健。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列。此等重新分類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期
間虧損或現金流量並無影響。

2.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上市
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的一套完整財務報表所需的全部資料，並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一八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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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董事變動產生之事宜

自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之股東特別大會結束後，本公司的兩名執行董事已被罷免而兩
名新執行董事已獲委任加入本公司董事會（「新董事會」或「董事」）。本公司董事已審
閱本集團的企業管治架構，並確定於以往年度及在新董事會上任之前，本公司附屬公
司中有適當的主要管理人員負責相關的經營和財務職能，並可以指導附屬公司的相關
活動。本公司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的會計賬冊及記錄均已妥善保存。

根據董事的評估，董事認為彼等合資格履行其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責任。

(b) 有關本集團按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營運之能力之重大不確定因素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虧損約40,502,000港元而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為102,859,000港元，及於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淨流動負債約109,681,000港元。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
金約為59,919,000港元而相對於其貸款約為283,819,000港元，當中45,000,000港元已逾
期，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須按要求償還（「債券」），而約238,819,000港元須於未來
十二個月內償還（如附註13所披露）。

為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本公司董事一直採取各種措施，載列如下：

(i) 與相關貸款人磋商以於現有貸款到期時重續及延長；及

(ii) 實施積極節約成本措施，通過多種渠道控制行政成本，以提高經營現金流量至
足以應付本集團營運資金需求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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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批准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日期，就上述逾期貸款而言，已採取下列措施：

(a) 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已就45,000,000港元貸款訂立延期協議，將逾期債券之還款
期限延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3；

(b) 本公司與本公司主要股東就無抵押貸款約5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
訂立延期協議，將還款到期日延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詳情載於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附註13；及

(c) 根據與銀行訂立之貸款循環協議，有抵押銀行貸款168,819,000港元已再循環，
還款到期日延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九日，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3。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是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本集團將採取之上述
措施之成功結果和執行情況。本公司董事認為，考慮到上述措施，本集團將有足夠之
營運資金以履行其在自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發出之日起之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之財
務責任。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以持續經營為基準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為合適。倘
若本集團無法繼續持續經營，則必須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將本集團資產
之價值調整至可收回金額，就可能出現之任何進一步負債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
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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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乃按各報告期末之重估
金額或公允值計量。

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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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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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和計算方法與二零
一八年財務報表中呈列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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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就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而言為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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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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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預付款項特點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對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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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集
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
並無重大影響。

3.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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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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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之主要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號之過渡性條文應用以下會計政策。

租賃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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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於首次應用日期或之後訂立或修訂之合約而言，本集團於開始或修改日期按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之定義評估合約是否為或是否包含租賃。除非合
約之條款及條件其後變動，否則有關合約將不予重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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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承租人

分配代價至合約組成部分
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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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應用可行權宜方法，並不將非租賃組成部分自租賃組成部分分開，反而
將租賃組成部分及任何相關之非租賃組成部分作單一租賃組成部分入賬。

作為可行權宜方法，當本集團合理預期對財務報表的影響與組合中的個別租賃
並無重大差異時，具有相似特點之租賃按組合基準入賬。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
本集團將短期租賃確認豁免應用於租期自開始日期起為12個月或以下並且不包
括購買選擇權之員工宿舍之租賃。其亦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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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租賃付款於租期內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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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計量，
並就任何租賃負債之重新計量作出調整。

使用權資產成本包括：

• 租賃負債的初步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任何租賃付款，減去所收取的任何租賃優惠；

• 本集團產生的任何初步直接成本；及

• 本集團拆除及移除相關資產、恢復相關資產所在場地或將相關資產恢復
至租賃條款及條件所規定狀態產生的估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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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合理確定將於租期結束時取得相關租賃資產之所有權之使用權資產自開
始日期起至可使用年期結束折舊。否則，使用權資產於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及租
期之較短者以直線法折舊。

本集團將使用權資產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呈列為獨立項目。

租賃土地及樓宇
就包括租賃土地及樓宇部分之物業權益之付款而言，當付款未能於租賃土地及
樓宇部分之間可靠分配時，則整項物業呈列為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可退還租賃按金
已付之可退還租賃按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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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賬及初步按公允值計量。於初步確認時對公允值之調整被視為
額外租賃付款並計入使用權資產成本。

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按於當日尚未支付之租賃付款之現值確認及計量租賃
負債。於計算租賃付款之現值時，倘租賃隱含之利率無法容易釐定，則本集團
使用於租賃開始日期之增量借款利率。

租賃付款包括：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 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款；

• 剩餘價值擔保下的預期應付款項；

• 本集團合理確定將予行使之購買選擇權之行使價；及

• 支付終止租賃的罰款（倘租賃條款反映本集團行使權利終止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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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按應計利息及租賃付款調整。

當以下事件發生時，本集團重新計量租賃負債（及對相關使用權資產作出相應
調整）：

• 租賃期有所變動或行使購買選擇權的評估發生變化，在該情況下，相關
租賃負債透過使用於重新評估日期之經修訂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
而重新計量。

• 租賃付款於市場租金審查後因市場租金費率變動而出現變動，在此情況下，
相關租賃負債使用初始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重新計量。

租賃修訂
倘出現以下情況，則本集團將租賃修訂作為一項單獨的租賃入賬：

• 該項修改通過增加使用一項或多項相關資產的權利擴大租賃範圍；及

• 增加租賃的代價，增加的金額相當於範圍擴大對應的單獨價格及對單獨
價格進行的任何適當調整以反映特定合約的情況。

就並不以單獨租賃入賬之租賃修訂而言，本集團透過使用於修訂生效日期之經
修訂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按經修訂租賃之租期重新計量租賃負債。

稅項
為就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之租賃交易計量遞延稅項，本集團
首先釐定稅項扣減是否歸屬於使用權資產或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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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出租人

分配代價至合約組成部分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生效，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
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以分配合約之代價至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
非租賃組成部分基於其相對單獨售價與租賃組成部分分開。

可退還租賃按金
已收取之可退還租賃按金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入賬，並初步按公允值計
量。於初步確認時對公允值作出調整被視為承租人之額外租賃付款。

租賃修訂
本集團自修訂生效日期起將經營租賃修訂入賬為新租賃，將任何與原有租賃有
關之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視作新租賃之租賃付款之一部分。

3.1.2 過渡及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之影響概述

租賃之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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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的可行權宜方法，而並不將該準則應用於先前未識別為包括租賃的合約。因此，本集
團並無重新評估於首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之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之合約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所載之規定應用租賃之定義以評估合約是否包括租賃。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累計影響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首次應
用日期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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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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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之經修訂追溯法時，本集團對先前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按每項租賃就對各份租約之相關程度應用以下
可行權宜方法：

(i) 依賴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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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替代方法，評估租賃是否屬虧損；

(ii) 選擇不確認租期於首次應用日期12個月內結束之租賃之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iii) 自於首次應用日期對使用權資產之計量中排除初步直接成本；

(iv) 就類似經濟環境內相似類別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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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實及情況使用事後方式釐定本集團具有延長及終止選
擇權之租賃之租期。

於過渡時，本集團已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作出以下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透過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第C8(b)(ii)項過渡
法確認額外租賃負債及金額與相關租賃負債（經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款項調整）相同
之使用權資產。

當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確認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應用於首次應用日期之相
關集團實體之增量借款利率。相關集團實體所應用之加權平均增量借款利率介乎6.0%

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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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8,591

按相關增量借款利率貼現之租賃負債 7,965
減：確認豁免－短期租賃 (77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 

確認之有關經營租賃之租賃負債及租賃負債 7,191

分析為
流動 1,443
非流動 5,748

7,19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使用權資產之賬面值包括以下各項：

使用權資產
千港元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確認之有關經營租賃之 

使用權資產 7,191
自預付租賃款項重新分類（附註） 3,872

11,063

按類別：
土地及樓宇 7,191
租賃土地 3,872

11,063

附註： 

就中國租賃土地之首付款項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類為預付土地補價。於應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預付租賃款項之流動及非流動部分分別143,000港元及
3,729,000港元重新分類為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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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出租人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過渡性條文，本集團毋須就本集團為出租人之租賃於
過渡時作出任何調整，惟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自首次應用日期起為該等租
賃入賬，而比較資料並未經重列。

•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有關現有租約項下相同相關資產之已訂立
但於首次應用日期後開始之新租約以猶如現有租賃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獲修
訂之方式入賬。該項應用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
表並無影響。然而，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生效，有關經修訂租期於修訂後之
租賃付款按直線法於經延長租期內確認為收入。

•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所收取的可退回租賃訂金被視為應用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的租賃的權利及義務。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付款
的定義，該等訂金並非與使用權資產相關的付款，並調整以反映過渡時之貼現
影響。

下列為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之金額所作出的調整。
未受變動影響的項目不計入在內。

先前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呈報之賬面值 調整

根據
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之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補價 3,729 (3,729) –
使用權資產 – 11,063 11,063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補價 143 (143) –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2,935 2,935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4,256 4,256

附註： 就呈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間接法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
流量而言，營運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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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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經營分類

收入指本期間玩具產品銷售產生的收入。收入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客戶合
約收入有關。所有收入均在將貨品交付予客戶時確認。

本集團按照與客戶簽訂的每份銷售合約所載的履約責任生產玩具產品。銷售合約中履約責
任的原始預期期限為一年或以下。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中的實際權宜方法，
因此並無披露有關截至報告期末尚未履行（或部分履行）的本集團剩餘履約責任的資料。本
集團將取得合約的增量成本確認為開支，因本集團原應確認的資產攤銷期為一年或以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銷售玩具製成品之收入 165,402 286,297

本集團按部門劃分及管理其業務，分類按業務線及地理位置兩方面劃分。對本公司執行董
事（即主要營運決策人）作內部報告並用作分配資源及評核表現之資料集中於所交付或提供
之貨品或服務類別。本集團已呈列下列三個可呈報分類。得出本集團下列可呈報分類時概
無合併經營分類。

1. 證券投資：該分類之收入來自已收取之股本證券投資之股息。

2. 玩具：該分類之收入來自製造玩具以供出售。

3. 醫藥及保健：該分類仍在發展階段，當中已就開發醫藥及保健技術產生研發開支。

主要營運決策人按以下基準監察各個可呈報分類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所有資產已分配至可呈報分類，惟可退回按金、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若干預付款項及若
干銀行結餘及現金（歸類為未分配企業資產）除外。



16

所有負債已分配至可呈報分類，惟若干應計費用（歸類為未分配企業負債）除外。

除稅前分類（虧損）溢利不包括未分配利息收入及不直接歸屬於任何經營分類之業務活動的
未分配企業開支。

(a) 分類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按可呈報分類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投資 玩具 醫藥及保健 總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收入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 – 165,402 286,297 – – 165,402 286,297

可呈報分類除稅前 
（虧損）溢利 (9,894) 3,668 (13,065) 4,623 (1,185) (856) (24,144) 7,435

未分配企業收入 10,548 2,382

未分配企業開支 (24,770) (21,788)

除稅前虧損 (38,366) (11,971)

其他分類資料（計入分類 
損益計量或定期提供予 
主要營運決策人）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 (4,332) (4,069) – – (4,332) (4,069)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 – (433) – – – (433) –

預付土地補價攤銷 – – – (72) – – – (72)

存貨撥回（撇減），淨額 – – 828 (1,756) – – 828 (1,756)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 – 70 (53) – – 70 (5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9,893) 3,669 – – – – (9,893) 3,669

銀行利息收入 – – 15 239 – – 15 239

利息開支 – – (5,155) (3,849) – – (5,155) (3,849)

研發開支 – – – – (1,185) (856) (1,185) (856)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 – 9,956 4,465 – – 9,956 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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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類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類劃分之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證券投資 玩具 醫藥及保健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資產 7,692 411,382 – 419,074
未分配企業資產 173,716

資產總值 592,790

可呈報分類負債 – (394,860) – (394,860)
未分配企業負債 (73,202)

負債總額 468,062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證券投資 玩具 醫藥及保健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資產 17,580 302,466 – 320,046

未分配企業資產 204,800

資產總值 524,846

可呈報分類負債 – (283,438) – (283,438)

未分配企業負債 (77,071)

負債總額 (360,509)

附註： 於兩段期間並無分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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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86 351

貸款利息收入 1,258 1,501

投資物業公允值之變動 6,021 –

匯兌收益淨額 1,279 1,934

租金收入 773 768

模具收入 73 2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70 77

雜項收入 988 585

10,548 5,476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630

本期間

遞延稅項開支 2,136 –

所得稅開支 2,136 630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該草
案」），引入兩級利得稅稅率制度。該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經簽署成為法例，並
於翌日刊憲。根據兩級利得稅稅率制度，合資格企業之首2百萬港元溢利將按8.25%之稅率
繳納稅項，而超過2百萬港元之溢利將按16.5%之稅率繳納稅項。不符合兩級利得稅稅率制
度資格之集團企業之溢利將繼續按16.5%之統一稅率繳納稅項。

本公司董事認為，實施兩級利得稅稅率制度所產生的有關金額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微
不足道。兩段期間的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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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
公司於兩段期間的稅率均為25%。

若本集團旗下在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以後賺取之盈利向本集團派付
股息，本集團須就此繳納預扣稅。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在中國成立之外資企業向外國
投資者宣派股息，有關股息須繳納10%之預扣稅。此規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並
適用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後的盈利。由於中國與香港訂有避免雙重徵稅安排，
而有關香港公司根據指定條件符合資格享有優惠稅率，因此較低之5%預扣稅稅率適用於本
集團。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現行稅率計算。

7. 本期間虧損

本期間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52,154 87,706

其他僱員福利 1,931 2,281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5,643 6,501

59,728 96,488

分包勞工成本 8,837 23,905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計入銷售成本） 155,764 249,73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38 4,783

使用權資產折舊 1,650 –

預付土地補價攤銷 – 72

存貨（撥回）撇減，淨額（計入銷售成本） (828) 1,756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支出 1,115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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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40,502) (12,601)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3,661,865 3,661,865

由於假設行使本公司已授出之購股權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於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及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購股權。

9. 股息

於中期期間內並無派付或建議股息。本公司董事已釐定將不會就中期期間派付股息。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變動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收購總賬面值約9,97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928,000港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本集團已出售總賬面值約1,707,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06,000港元）的機器及設備。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使用工廠訂立為期三年之新租賃協議。本集團於合約期內須作出
固定每月付款。於租賃開始時，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1,461,000港元及租賃負債1,461,000港
元。

11.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與其客戶乃主要按信貸方式訂立貿易條款，當中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天至180天。本
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其未償還之應收款項，以及管理層會定期審視過期之結餘。應收貿易款
項均並無計算利息。所有應收貿易款項乃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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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發票日期（與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並經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後之應收貿易款
項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49,885 29,817
31至90天 37,598 13,413
90天以上 998 15

88,481 43,245

12. 應付貿易款項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70,840 56,155
31至90天 25,310 38,964
90天以上 20,158 22,743

116,308 117,862

應付貿易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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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貸款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合約利率 合約利率
(%) 千港元 (%) 千港元

銀行貸款－有抵押（附註a） 固定利率每年3.0厘 
至5.65厘

168,819 固定利率每年 

2.5厘至4.35厘
90,422

公司債券－有抵押（附註b） 固定利率每年6.75厘 45,000 固定利率每年 

6.0厘
45,000

定期貸款－有抵押（附註c） 固定利率每年12.0厘 1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有抵押貸款小計 223,819 135,422

循環貸款－無抵押（附註d） 固定利率每年10.0厘 50,000 固定利率每年
10.0厘

25,000

定期貸款－無抵押（附註e） 固定利率每年18.0厘 1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無抵押貸款小計 60,000 25,000

貸款總額 283,819 160,422

分析為
即期 283,819 160,422

283,819 160,422

上列貸款乃按攤銷成本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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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銀行貸款由本集團賬面總值分別為約101,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1,000,000港元）及約3,801,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72,000港元）之
租賃樓宇及預付土地補價之按揭作抵押。

 本集團獲授之銀行貸款總額為約人民幣150,000,000元（相等於約170,513,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0,000,000元（相等於約125,542,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已經動用當中約人民幣148,510,000元（相等於約168,819,000港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9,228,000元（相等於約90,422,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銀行貸款之到期日已隨後延後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九日。

(b)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本公司發行45,000,000港元公司債券，按年利率6.0%計息，
須每半年支付前期利息，該債券為期兩年，乃以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股份作抵押。

 公司債券已於其到期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六日到期支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拖欠償還公司債券，並與債券持有人進一步磋商延期。於二零一九年八月
二十三日，通過本公司成功簽署豁免契據及債券文據的平邊補充契據，本集團已解除
及免除因違約而產生的義務及負債，而到期日則延後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公司
債券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按年利率6.75%計息。

(c)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本集團自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取得10,000,000港元定期貸款，
該筆貸款按固定年利率12.0%計息，須於六個月內償還。該筆定期貸款由本公司一間
附屬公司之股份的按揭作抵押。

(d)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本公司主要股東授出及本
公司擔保之本集團循環貸款已動用賬面值50,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循環貸款之未動
用金額為25,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於該等循環貸款到期日前，
本集團訂立延長協議，將到期日進一步延後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e)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自一名第三方取得10,000,000港元定期貸款，該
筆貸款按固定年利率18.0%計息。該筆貸款為無抵押及原到期日為二零一九年八月
二十九日並已延展至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該筆貸款已於其後在二零一九年九月悉
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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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無）。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收入165.4百萬港元，較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中期報告期間之收入286.3百萬港元減少42.2%。收入減
少主要是由於二零一九年貿易戰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與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佳
績（其時一名主要客戶成功推出產品而令收入增加）相比難免失色所致。

證券投資分部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中期期間錄得虧損9.9百萬港元，而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中期期間錄得溢利3.7百萬港元，虧損按年增加369.6%。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止期間，本集團之淨虧損由去年同期之12.6百萬港元增加
221.4%至40.7百萬港元，虧損增加主要由於收入減少以及毛利隨之減少，加上證
券投資部門錄得虧損所致。本集團並無錄得來自醫藥及保健部門之收入，其仍處
於研發階段。

玩具部門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中期報告期間，玩具部門收入減少42%至165.4百萬
港元。大幅減少的主要原因是與二零一八年期間的佳績相比難免失色以及客戶因
貿易戰而押後發出訂單。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與美利堅合眾國之間的貿
易戰，客戶將部分供應從中國轉移至其他地區。有關衝突對產品利潤率及新訂單
帶來壓力，令毛利率由11.0%下降至7.1%及毛利減少19.7百萬港元，因而錄得分部
虧損13.1百萬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則錄得溢利4.6百萬港元。然而，誠如下文「前
景」一節所論述，直至二零一九年九月底，玩具部門的收入已經回升。

證券投資部門

於中期期間，香港股市大幅下滑，中美貿易戰、美國加息及英國脫歐之不確定性
等因素均引發市場重大波動。於期內，本集團採取保守策略管理其投資組合。證
券投資部門錄得虧損9.9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八年中期期間減少369.6%。按公允值
基準，本集團證券組合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價值為7.7百萬港元而於二零
一八年末為17.6百萬港元。本集團於兩段中期期間內並無收取任何股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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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及保健部門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就癌症標靶治療之基因工程改造
細菌之臨床前研究項目進行研發。

期內，醫藥及保健部門錄得研發開支合共約1.2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0.9百萬港
元）。由於研究尚處於初步階段，此部門並未錄得任何收入。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328,44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65,84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59,919,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5,489,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除以
流動負債438,121,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6,203,000港元）計算，
維持於0.75的水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79）。

於期末，本集團之持作買賣證券為7,687,000港元，較去年結算日減少56.3%（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58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貸款悉數以港元計值。貸款總額為283,819,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0,442,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減少24.1%至124,728,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4,337,000港元），主要因為於期內錄得之虧損所致。
本集團以債務融資加上股東權益應付營運所需資金。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乃以
其負債淨額除以權益總額加負債淨額而釐定。負債淨額包括貸款、應付貿易款項
及其他應付款項，減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
負債比率約為77.8%（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0%）。

儘管本集團產生虧損及於二零一九年中期期間處於淨流動負債狀況，惟本集團的
財務狀況仍然穩健，於財政年度結算日後取得貸款延期，本集團持有充足現金支
持本集團的持續業務營運。

從迄今為止採取的行動以使本公司達致更佳的內部監控，致力解決過往積存問題
和顯著降低管理成本的行動可以看出，新的管理團隊與股東更加緊密地並肩向前
邁進。展望未來，本公司的成功關鍵在於不斷提高玩具業務的盈利能力，更重要
的是，將人力物力和資產重新部署在高增長和利潤更豐厚的業務。我們相信，以
上策略可望創造不俗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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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二零一九年公司董事會和財務報表發生重大變化。董事會全部是在二零一九年新
任命的，新董事會立即實施政策，使公司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新董事會正尋求
不同商機多元化發展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活動。本集團實施成本削減措施以降低營
運成本。

儘管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中期期間的收入下跌42.2%，但直至二零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收入已回升至508百萬港元，使二零一八年與二零
一九年之間的收入差距與去年同期相比收窄至7%。展望未來，新董事會謹慎樂觀，
機遇和挑戰並存，以敬業、創新、合作的企業文化，團結在統一目標和願景下，
努力在傳統業務上鞏固提高。積極而有準備的以更低的管理成本探索運作新的商
機，在適應未來業務拓展上為全體股東和廣大投資者帶來更好的回報。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指已闡明原因
之偏離事項除外。

董事之責任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作為與其他董事擁有
同等地位的董事會成員，應定期出席董事會及其同時出任成員的委員會的會議，
並積極參與會務，以其技能、專業知識及不同的背景及資格作出貢獻。彼等亦應
出席股東大會，以對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

本公司兩名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因需要處理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然而，已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出席
該大會，讓董事會可對本公司股東之意見有公正之了解。

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一日辭任。
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後，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跌至低於上市規則第3.10(1)及
3.10A條所規定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最低人數。審核委員會之成員人數亦低於上市
規則第3.21條所規定之最低人數。此外，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亦於二零一九
年四月十日至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期間出現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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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遵守上市規則之財務報告條文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宣佈由於將需要更多時間向本公司核數師提
供所需資料，以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進行
審計，本公司未能依照上市規則規定適時刊發其年度業績及年報。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日，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信永中和」）經
考慮多項因素後辭任本集團核數師，其中包括：

1. 多項主要未完成審計事項，包括但不限於本集團附屬公司之出售交易，及於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時使用持續經
營基準；及

2. 於審計過程中，信永中和接獲本集團一名債務人之直接確認，表示已確認之
結餘╱交易似乎涉及與本公司個別董事訂立之安排，其並未反映於本集團附
屬公司之賬簿及記錄中。

信永中和辭任後，栢淳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栢淳」）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八日獲
委任為本集團核數師。栢淳將於其客戶接納程序妥當完成後，才接受有關之本集
團核數師任命。其後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栢淳表示由於其未能承諾跟從董事
會就完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審計工作所
訂之時間表，故其未能接受有關之本集團核數師任命。隨後，本公司委任大華馬
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集團核數師，由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起生效。

有鑒於此，本公司未能適時遵守上市規則下之財務報告條文，包括(i)公佈截至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度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之中期業績；及(ii)刊發上述年度及期間之相關年報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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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自行採納一套行為守則（「自訂守則」），條款並不
比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
規定的準則寬鬆。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彼等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自訂守則及標準守則。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政策以及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
已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而編製，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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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繼續暫停買賣
因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
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承董事會命
瀛晟科學有限公司

主席
趙德永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趙德永先生（主席）、Liu Michael Xiao 
Ming先生（行政總裁）及羅聯軍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林少鵬先生；及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郭劍雄先生、吳偉雄先生及史晓磊女士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