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收益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3,083,904       3,276,800       
銷售成本 (2,558,284)      (2,907,463)      
毛利 525,620          369,337          

其他收益 47,672            46,709            
其他淨虧損 (21,172)           (42,563)           
分銷成本 (78,066)           (78,859)           
行政及銷售支出 (379,933)         (367,754)         

經營溢利/(虧損) 94,121            (73,130)           

融資成本 3 (5,695)             (4,558)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351)                -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88,075            (77,688)           

所得稅 5 (19,792)           5,544               

本年度溢利/(虧損) 68,283            (72,144)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5,753            (74,518)           
非控制性權益 (7,470)             2,374               -                      -                      
本年度溢利/(虧損) 68,283            (72,144)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8.4                   (8.3)                 

攤薄 8.4                   (8.3)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息 7 90,787            90,787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採用經修改回溯性方法。在此方法下，比

較資料並無重列。 見附註1(c)。

香港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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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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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50)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業績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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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虧損) 68,283            (72,144)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不可回撥）

股本投資公平值變動 (42,483)           (1,250)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香港以外之附屬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財務報表之貨幣換算差額 (20,419)           (48,593)           
無形資產公平值變動 -                      1,000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62,902)           (48,84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381               (120,987)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6,597            (116,197)         
非控制性權益 (11,216)           (4,790)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381               (120,987)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採用經修改回溯性方法。在此方法下，比

較資料並無重列。 見附註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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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86,188       1,250,029       
無形資產 12,189            11,912            
購買非流動資產按金 72,631            63,40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0,982            11,309            
金融投資 68,674            112,330          
遞延稅項資產 19,101            23,002            

1,469,765       1,471,989       

流動資產
存貨 473,534          527,968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 879,898          979,092          
已抵押定期存款 86,186            97,24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12,293       989,842          
可收回所得稅 -                      108                  

2,451,911       2,594,25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及及其他應付款項 9 379,797          479,735          
銀行借款 87,901            24,000            
租賃負債 7,815               -                      
所得稅負債 18,729            4,528               

494,242          508,263          

流動資產淨值 1,957,669       2,085,9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27,434       3,557,980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46,000            107,000          
租賃負債 4,872               -                      
遞延稅項負債 48,881            53,065            

99,753            160,065          

資產淨值 3,327,681       3,397,91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52,854       1,652,854       
儲備 1,524,927       1,591,54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3,177,781       3,244,396       

非控制性權益 149,900          153,519          

總權益 3,327,681       3,397,915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採用經修改回溯性方法。在此方法下，比

較資料並無重列。 見附註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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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準則

會計政策變更之詳情載列如下。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一詞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公司條例之規定。財務報表亦

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採納重大之會計政策與編制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告一致，除於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綜合財務報告內已反映之會計政策變更外。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了一項新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以及一些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修訂，並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外，採納其他修訂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

無重大影響。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尚未應用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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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5號「經營租賃 — 優惠 」及香

港（常務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的內容 」。它引入單一租賃會計模

式，要求承租人於財務狀況表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租賃期為十二個月或以下的短期租賃（短

期租賃）或相關資產價值較低的租賃除外。從出租人角度來看，會計處理大致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一

致。為讓財務報表的使用者能評估租賃對實體的財務狀況、財務表現及現金流的影響，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亦引入了額外定性和定量的披露要求。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採用經修改回溯性方法並將初次應用

該準則的累計影響確認為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期初餘額的調整。比較資料沒有重列並繼續沿用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業績之初步公佈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截至該等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就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而言，有關資料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根據香港公司條例（“公司

條例”）第436條須予披露之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及將於適當時候呈交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本

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年度之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在不對其

報告出具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條、第407(2) 或(3) 條作出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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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租賃的新定義

(b) 作為承租人的會計處理及過渡影響

(i)

(ii)

(iii)

本集團已選擇不就租賃期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屆滿

（即租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結）確認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

於初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日計量的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對具有合理相似特

徵的租賃組合（例如，在相似經濟環境下具有相似基礎資產及相似租賃期限的租賃），

採用了相同的折現率； 和

於初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日計量的使用權資產時，本集團乃根據先前對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虧損合約撥備評估，以進行減值審閱。

對過往會計政策變更的性質及影響以及應用過渡性的選擇的進一步詳情載列如下:

租賃定義的變動主要涉及控制的概念。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訂定租賃之基準乃取決於

一段時間內客戶可控制該識別資產的使用權以及可釐訂該使用權之款項。如果客戶有權從可識別

資產的使用中獲取幾乎所有的經濟收益及有權主導可識別資產的使用，則控制權是已讓渡。

本集團僅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新租賃定義應用於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變

更的合約。對於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前訂立的合約，本集團已使用過渡性可行權宜辦法，豁免

現有安排屬租賃或含有租賃之過往評估。因此，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評估為租賃的合約

繼續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列為租賃，而先前評估為非租賃服務安排的合約繼續入賬為執行

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消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先前要求承租人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

租賃的規定。相反，若集團為承租人時，須將所有租賃資本化，包括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而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則除外。就本集團而言，這些新資本化

的租賃主要與物業、機器及設備有關。

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

賃的租賃按餘下租賃付款現值釐定餘下租期及計量租賃負債，並已使用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相

關遞增借款利率進行貼現。用於確定剩餘租賃付款現值的增量借貸利率的加權平均值的範圍為

3.3%至4.75%。

為簡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本集團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採用下

列確認豁免及可行權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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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72,259            
扣除：與免予資本化的租賃有關的承擔：

- 租賃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
    結束的短期租賃及其他租賃 (1,768)             
- 與合同分開的非租賃組成部分 (52,751)           

17,740            
扣除：未來總利息支出 (608)                
使用遞增借款利率進行貼現的剩餘租賃付款額
   和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債總額 17,132            

(c) 對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分部業績和現金流量的影響

在綜合現金流量表中，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將根據資本化租賃支付的租金分為資本部分和利息部

分。這些要素被歸類為融資現金流出，類似於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歸類為融資租賃的租

賃，而不像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下的經營租賃那樣被視為經營現金流出。儘管總現金流量不受影

響，但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綜合現金流量表內現金流量呈列發生重大變化。

下表將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與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債期初餘

額進行對賬：

先前歸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其確認金額等於已確認的其餘租賃負債的金額。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香港及中國的租賃土地的前期付款已分類為土地使用權。在採

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土地使用權港幣75,519,000元已重新分類為使用權資產。於二零一

九年一月一日的使用權資產包括與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確認的經營租賃相關的使用權

資產港幣17,132,000元和從土地使用權重新分類的金額港幣75,519,000元。此類使用權資產在“物

業、廠房和設備”中列示。

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初次確認使用權資產和租賃負債後，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確認租賃負債

的未償餘額所產生的利息支出和使用權資產的折舊，而不是以前在租賃期內以直線法確認經營租

賃產生的租金支出的政策。與假設年內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結果相比，這對本集團綜合收

益表中報告的經營溢利產生了正面的影響。

6



2. 營業額和分類資料

(a) 書籍及包裝印刷業務;
(b) 消費產品包裝業務;
(c) 瓦通紙箱業務;及
(d) 紙張貿易業務

呈列經營業務分類與提供予營運決策人之內部報告貫徹一致。

分類間之銷售乃按公平基準進行。

分類業績不包括企業融資成本及其他企業收入及支出。

管理委員會（即主要營運決策人）已根據管理委員會審閱之報表釐定業務分類，管理委員會（包括執行

主席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作策略決定及評估表現。

管理委員會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業務分類，本集團排列出四種業務分類:

外部客戶收益已抵銷分類間收益。分類間收益乃按經有關訂約方互相釐定及協定之條款收取。

管理層根據毛利及其他收益減分銷成本、行政及銷售支出，以及分配至各分類之其他淨虧損評估經營業

務表現。所提供其他資料之計量與財務報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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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業績
外部客戶 各業務間
之營業額 之營業額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書籍及包裝印刷 1,896,708          1,106               1,897,814       111,205          
消費產品包裝 602,700             1,957               604,657          (13,373)           
瓦通紙箱 278,199             140,958           419,157          28,191            
紙張貿易 306,297             385,319           691,616          (3,301)             
抵銷 - (529,340)          (529,340)         3,000               

3,083,904          - 3,083,904       125,722          

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 25,048            
企業及不可分攤之支出 (56,649)           

經營溢利 94,121            
融資成本 (5,695)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351)                
除所得稅前溢利 88,075            
所得稅 (19,792)           
本年度溢利 68,283            

分類業績
外部客戶 各業務間
之營業額 之營業額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書籍及包裝印刷 1,850,481          309                  1,850,790       (73,713)           
消費產品包裝 752,676             5,188               757,864          18,069            
瓦通紙箱 285,906             152,155           438,061          25,974            
紙張貿易 387,737             438,701           826,438          6,589               
抵銷 - (596,353)          (596,353)         1,036               

3,276,800          - 3,276,800       (22,045)           

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 35,213            
企業及不可分攤之支出 (86,298)           

經營虧損 (73,130)           
融資成本 (4,558)             

除所得稅前虧損 (77,688)           
所得稅 5,544               

本年度虧損 (72,144)           

二零一九年
分類營業額

二零一八年
分類營業額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務分類之營業額、業績及

若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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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款之利息 5,036               4,558               
租賃負債之利息 659                  -                      

5,695               4,558               

4.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或計入以下項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扣除-
折舊
- 持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106,025          100,888          
- 租賃自用的其他物業 12,843            -                      
- 土地使用權 3,039               2,696               
無形資產攤銷 1,089               1,307               
應收貿易賬項虧損撥備淨值 1,217               602                  
短期租約的租賃費用 5,646               -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營業租約租賃費用 -                      21,207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743,904          863,340          

-                      46,258            
外匯虧損淨值 17,376            2,789               
存貨減值虧損淨值 308                  -                      

經計入-
金融投資之股息收入 462                  439                  
利息收入 24,918            28,200            

521                  -                      
存貨減值虧損撥回淨值 -                      2,384               

5. 所得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                      60                    

本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20,627            7,082               
過往年度撥備(過多)/不足 (1,293)             103                  

19,334            7,185               

遞延稅項
臨時差額之產生及回撥 458                  (12,789)           

19,792            (5,544)             

不合對沖資格之衍生金融工具實現虧損淨值

不合對沖資格之衍生金融工具實現收益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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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港幣千元) 75,753            (74,518)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千位) 907,865          907,865          
就股份獎勵計劃本身持有股份之加權
    平均股數(千位) (11,148)           (14,364)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股數(千位) 896,717          893,501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每股港仙) 8.4                   (8.3)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二零一九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千元) 75,753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股數(千位) 896,717          
被視為根據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下發行的
    普通股之影響(千位) 8,32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股數(千位) 905,038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8.4

由於本公司及其在香港的附屬公司因持續性虧損或未動用的稅收虧損足以彌補其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應課稅利潤，因此二零一九年並未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八年香港利得稅撥備

按本年內估計應課溢利16.5%計算，惟本集團的其中一間附屬公司是根據利得稅兩級制稅率計算的合資格

公司 。

中國所得稅指中國企業所得稅按25%（二零一八年：25%）稅率計算以及中國預扣稅按適用稅率計算。根

據所得稅規則及條例，股息收入之中國預扣稅撥備按中國附屬公司股息收入之5%（二零一八年：5%）計

算。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根據年內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75,753,000元(二零一八年:虧損港

幣74,518,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本公司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買之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股

數計算。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是假設所有可攤薄普通股全部被行使加以調整加權平均股數計算。本公

司唯一擁有之可攤薄普通股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回之股份。計算已包括根據將要授出之股份價

值以公平值（以本公司股份平均市價決定）決定可購買之股份數目。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股份獎勵計劃購回之普通股對每股虧損出現反攤薄

，因此每股攤薄虧損與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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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3仙(二零一八年: 港幣3仙) 27,236            27,236            
擬派發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4仙 (二零一八年: 港幣4仙) 36,315            36,315            
擬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3仙 (二零一八年:

港幣3仙) 27,236            27,236            

90,787            90,787            

8.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項 794,951          876,392          
減: 虧損撥備 (9,872)             (9,292)             

785,079          867,100          
應收關連人士貿易賬項 101                  577                  

總應收貿易賬項淨值 785,180          867,677          
應收票據 11,573            5,5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3,145            105,864          

879,898          979,092          

於報告期末總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並扣除撥備) 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300,744          345,791          
三十一至六十日 161,661          187,504          
六十一至九十日 119,248          124,445          
超過九十日 203,527          209,937          

785,180          867,677          

本年度應收貿易賬項虧損撥備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9,292               10,740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14                    
本年度虧損撥備 1,217               602                  
不可收回金額撇銷 (565)                (1,881)             
匯兌差額 (72)                  (18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9,872               9,292               

應收貿易賬項發票一般自發票日期起計三十至九十日內到期。

董事會建議派發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4仙及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3仙，該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於

即將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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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項 159,252          164,988          
應付關連人士貿易賬項 196                  301                  
總應付貿易賬項 159,448          165,289          
應付票據 11,889            48,24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208,460          266,198          

379,797          479,735          

於報告期末總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根據發票日期計算) 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122,595          117,172          
三十一至六十日 26,077            31,559            
六十一至九十日 2,321               5,487               
超過九十日 8,455               11,071            

159,448          165,289          

10. 比較數字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在2018年中收購廣東聯合包裝有限公司("廣東聯合包裝")，在越南新建的生產廠房HH Dream Printing Co.,

Ltd ("HH Dream")亦於2019年正式投產，大大加強了集團的市場地位。營運及行政管理開支對比2018年有所增

加，主要是由於計入廣東聯合包裝的全年開支(對比2018年只計入半年開支)，以及成立HH Dream的額外支

出。長遠而言，這兩項策略性投資將有助集團增添更多元化的生產能力，擴展業務地域，以及提升產能。

由於出口業務在集團業務組合中有著顯著比重，管理外匯風險成為我們的重要工作。集團在中國大陸經營龐

大的生產設施，因此對人民幣資金有相當高的需求。我們在年內採取適當措施，盤活人民幣現金流，以應付

集團在年內對人民幣需求有所增加的情況，比如因完成人民幣3億元注資規定而獲得共約人民幣1,600萬元的

相關稅務優惠。這些措施在2019年均取得良好成果。面對人民幣持續貶值的壓力（2018年貶值4.8%，2019年

貶值2.2%），我們亦盡量減少持有人民幣現金，與去年相比減少約16%。2019年的匯兌虧損降至港幣1,700萬

元（對比2018年的虧損港幣4,900萬元），主要是因會計上對持有的人民幣流動資產重新估值所致，對實際現

金流量並無造成任何影響。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採用經修改回溯性方法。在此方法下

，比較資料並無重列。附註1中披露了會計政策變更的更詳細信息。此外，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

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

鴻興印刷集團在2019年進一步發揮競爭優勢，克服環球社會及地緣政治的挑戰，包括中美貿易糾紛及英國脫

歐談判所帶來的影響，營業額略為下跌6%，至港幣30.8億元。

集團採取審慎的存貨管理策略以優化營運成本，並透過提高自動化水平和改進工作流程設計，有效控制勞工

成本。我們繼續推進業務轉型及優化訂單組合，以增強效益，帶動毛利率提升5.8個百分點至17.0%。2019年

的淨溢利為港幣6,800萬元，對比去年因受到極為不利的匯率波動和紙張價格大幅調整所影響，錄得淨虧損港

幣7,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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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業績報告

財務狀況穩健：持有港幣9.65億元淨現金

負債比率維持在4.0%的穩健水平（2018年：3.9%)。

紙張貿易部門是亞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紙張貿易商之一，亦為集團其他業務部門供應紙張，是他們主要的

策略性夥伴。市場環境不利，需求持續疲弱，加上紙張價格大幅波動，令該業務部門的營業額及毛利下跌。

集團現金充裕，持有港幣9.65億元淨現金（現金總額扣除銀行借款）。雄厚的財務實力有助我們發掘投資機

會加強協同效益，以取得長期的盈利增長。為實現我們在印刷及包裝產品創新領域領先全球的願景，以及成

為全球主要品牌的長期策略性夥伴，集團在2019年投資約港幣7,600萬元，在河內成立HH Dream。另外，集團

又作出港幣9,200萬元的資本投資，有系統地提升現有的生產設施，藉此改善流程及提升自動化水平。

為有效管理匯率風險，同時應付營運資金需要，集團將持有的人民幣現金降至佔現金總額約53%（對比2018

年：63%），其餘37%為美元（對比2018：30%），7%為港幣（對比2018年：5%）。 借貸亦僅限於港幣及美

元，以控制匯率風險和儘量減低利息開支。此外，我們審慎管理集團的借貸組合，因應金融市場狀況調整浮

動和固定利率的借貸組合，把利率風險減至最低。

集團在越南河內新建一座35,000平方米的生產廠房，有助提升產能及分散生產基地，加強集團靈活調適的能

力，以滿足客戶和業務夥伴的需求。

集團最大的業務部門書籍及包裝印刷，受惠於集團的雄厚實力及營運效率，銷售及毛利均錄得增長。河內的

新生產廠房將有助這業務部門提升產能，擁有更佳能力應付越南當地以至全球客戶的需求。書籍及包裝印刷

業務部門與客戶緊密合作，透過創新思維共同克服種種挑戰和逆境，為客戶提供量身訂制的業務方案，同時

加強彼此的互信及業務關係。

消費產品包裝業務繼續專注服務中國內銷市場，尤其是高檔包裝業務。經濟疲弱導致需求減少，對業務發展

造成壓力，並影響年內的毛利。儘管短期經濟環境不利，但消費產品包裝業務部門對國內市場的長遠增長潛

力和部門獨特的競爭優勢抱有信心。中國內地的中產階層不斷擴大和愈加富裕，對優質的印刷產品需求增加

，集團將與暢銷品牌建立更牢固和持久的夥伴關係，幫助他們滿足市場需要。

集團在2018年6月收購廣東聯合包裝，並於今年首次把該公司的全年業績納入瓦通紙箱業務。瓦通紙箱業務

部門錄得相對穩定的營業額，毛利率貢獻增加8.5%至港幣2,820萬元。年內，我們制定策略以應付業內的重重

挑戰，包括擴大供應網絡以提升成本效益，以更低成本滿足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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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展望

特別股息及末期股息

2020年是鴻興印刷集團成立的70周年，我們一直秉持著對印刷業務的熱誠與持續創新的宗旨。幾十年來，雖

然全球在社會、經濟及政治方面發生了重大變革，但集團憑藉堅毅不屈的精神、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力求增值

的理念，使我們取得可持續的業務成果，並為持份者的成功作出貢獻。

我們將致力引領集團的未來發展，目標是成為全球客戶的長期策略性夥伴，在印刷和紙張產品創新方面保持

領先地位。集團的現金充裕，持有港幣9.65億元現金，因此能夠為股東提供穩定回報，同時可靈活調適，把

握機會推動業務不斷發展。

最後，我衷心感謝董事會、管理層和每一位克盡己職的員工，全賴他們的支持和努力，令集團業務蒸蒸日

上。

董事會建議派發特別股息每股港幣4仙(二零一八年:港幣4仙)及末期股息每股港幣3仙(二零一八年:港幣3仙)。

建議之特別股息及末期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通過後方為有效。該股息連同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已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3仙(二零一八年:港幣3仙)合計，整個財政年度共派息每股港幣

10仙(二零一八年：港幣10仙)。

建議之特別股息及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以現金派發予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上之股東。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股東協議就給予本公司前關連公司之銀行融資作出之擔保為港幣

2,600萬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之若干定期存款，其賬面總淨值為港幣8,600萬元，已抵押予銀行

以取得本集團獲授之貿易融資。

在2020年第1季，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導致國內的供應鏈暫時中斷。我們竭力履行對所有持份者的承諾，

一方面與客戶商定最佳的交貨時間表，另一方面按政府指令採取措施確保員工安全。這些措施包括延遲春節

後廠房的復工日期，以及在所有廠房和起居室進行消毒。我們在中港兩地的所有生產廠房自2月中開始逐步

恢復營運。為協助我們經營業務的社區對抗疫情，集團向鶴山地方政府捐贈了20噸乙醇（消毒劑的主要成

份），並向香港一家志願機構捐贈兒童圖書，讓學童在停課期間在家閱讀，更有意義地利用時間。此外，集

團亦贊助一家生產口罩的香港初創企業，為他們提供一次性的免費包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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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1.

2.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星期一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為確保收取該建議之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惟以下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行政總裁之職務由本公司

執行主席任澤明先生擔任。董事會認為由任先生同時擔任該兩個職位屬適宜之舉，且符合本公司之最佳

利益。董事會相信其可有效監察及評估業務表現以保障股東利益。

守則條文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惟須重選。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

任。然而，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三分之一董事須每年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而輪席退任之董事

為任職最長久之董事。本公司全體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席退任一次，而非執行董事之任期因而受到限

制。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本公司之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之董事特別查詢後，各董事於末期業績所述之整段會計期間內均遵守證

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至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有資格出席本公司即將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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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閱初步業績

承董事會命

執行主席

任澤明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及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

實務以及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表事宜。該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位非執行董

事組成。

本集團之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

業績公佈中所列數字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初稿所載數字核對一

致。畢馬威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

聘用準則而進行的審計、審查或其他核證聘用，因此畢馬威並無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任澤明先生及宋志強先生﹔非執行董事堀博史先生、中嶋雅史先

生、鈴木善久先生及任漢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天養先生、陸觀豪先生及羅志雄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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