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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WUNG’S HOLDINGS LIMITED
曠世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25）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告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

財務摘要

2019年 2018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01,131 444,704 12.7%

毛利 133,679 107,029 24.9%

毛利率 26.7% 24.1%

年內利潤 27,810 77,051 (63.9)%

經調整年內利潤 45,263 45,335 (0.2)%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9.3分 25.7 分 (63.8)%

年度擬派股息（每股） – 35.0 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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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家居裝飾品（包括蠟燭、家居香薰及家居飾品）的知名原設計生產商及
供應商。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主要產品為蠟燭及家居香薰。
本集團產品銷往20多個國家及地區的顧客，包括法國、英國、荷蘭、德國、加拿
大及澳洲，蠟燭和家居香薰廣泛用於普羅大眾日常生活。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以原設計生產基礎進行。本集團負責提供產品設計、原材料
採購、產品製造、合約製造商物色及監督（如需要）。獲客戶批核設計及規格後，
本集團會發出銷售確認，其中記錄產品詳情及銷售條款，隨後通過自置生產設
施或外部合約製造商進行量產。產品的包裝及標籤工序會遵從客戶的指示進
行。本集團於中國及澳洲擁有自家品牌產品特選系列，如「Fumare」及「Aromart」
品牌的蠟燭及家居香薰。「Fumare」下銷售的產品將目標定位於中高端消費者市
場，而「Aromart」品牌下銷售的產品將目標定位於中端及大眾市場。本集團主要
通過電子商貿平台、分銷商及我們中國自營商店銷售自家品牌產品。

本集團於中國浙江省寧波及紹興兩地設有綜合生產設施。本集團的蠟燭大部
份由自置生產設施生產。於若干情況下，本集團向中國第三方合約製造商外判
生產訂單。

本集團的主要客戶包括家居裝飾品零售商及通過其自設的分銷網絡將產品出
口及銷售至海外市場的批發商。本集團大部分主要客戶主要為歐洲知名家居
裝飾品零售商或批發商。本集團向五大客戶的銷售額佔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總收入約為55.7%，而本集團向最大客戶的銷售額佔本集團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總收入約為16.2%。除零售商及批發商外，為提高市場
份額及擴大客戶群，本集團通過多元化的銷售渠道直接向消費者銷售小部份
的產品（主要為自家品牌產品），合共佔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總
收入約0.3%。



– 3 –

本集團的供應商包括原材料及消耗品供應商及合約製造商。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止年度，本集團向逾250名供應商採購。本集團的原材料及消耗品主要供應
商為主要於中國從事生產及╱或銷售蠟、容器、配件及香薰精華的企業實體。
為善用生產成本，將整體生產效率尤其於旺季提升至商業上合宜且具成本效
益的水平，本集團將部份批次蠟燭的生產以及將家居香薰及家居飾品生產外
判予外部合約製造商。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主要由本集團的蠟燭產品、家居香薰產品及家居飾品於年內的出
口銷售所產生。收益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444.7百萬元增加約
人民幣56.4百萬元或12.7%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501.1百萬元。
我們錄得所有產品的收入均有所增加。收入增加主要乃由於本集團現有主要
客戶的採購訂單增加所致。據此，本集團主要向歐洲國家進行出口銷售，採購
訂單以美元計值。截至 2019年12月 31日止年度，美元兌人民幣升值對本集團的
收入有正面影響。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107.0百萬元增加約人民
幣26.7百萬元或24.9%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133.7百萬元。該毛
利增加主要乃由於本集團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收入增加所致。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24.1%增加至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止年度26.7%。該增加主要乃由於上述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美元兌人民
幣升值所致，導致收入增加，惟由於本集團大部分供應商均為中國當地公司及
本集團收到的發票以人民幣列值，故為本集團生產成本帶來的影響微不足道。



– 4 –

其他收益

本集團的其他收益主要包括來自中國政府補助的收益，亦包括本集團出租物
業賺取的租金收益。其他收入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5.9百萬元
減少約人民幣4.0百萬元或67.3%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9百萬
元。本集團於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出售出租物業，因此截至 2019年12月
31日止年度並無賺取任何租金收益，導致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其他收益減少。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主要包括管理團隊及支援人員的薪金成本、有關上市產生
的開支、用於研發目的耗用的原材料成本、與本集團的辦公大樓及辦公設備有
關的折舊開支，以及用於辦公用途的公用事業費用。

行政開支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47.8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2.5

百萬元或約47.2%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70.3百萬元。本集團的
行政開支增加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主要乃由於有關上市產生的開支增
加所致。此外，本集團產生為支持本集團增長及發展的團隊擴充的僱員福利導
致開支較大所致。

銷售及營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營銷開支主要包括銷售部門員工的工資成本、樣品檢查及快
遞費、代理佣金，以及廣告及推廣開支。

銷售及營銷開支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6.9百萬元增加約人民
幣1.7百萬元或24.1%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8.6百萬元。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及營銷開支增加主要乃由於為支持增加的購
買訂單及新成立自營門店的營運成本所產生的額外樣品檢查成本所致。

其他損益

本集團的其他損益主要包括外匯差異淨額，扣除遠期合約的虧損淨額及出售
附屬公司的收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貢獻的一次性收益約人民幣42.5

百萬元，導致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獲得其他收益淨額，儘管遠期合約的
公平值虧損淨額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為人民幣17.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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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遠期合約公平值虧損淨額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7.2

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0.4百萬元或 60.2%至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人民幣
27.6百萬元。外幣遠期合約主要以人民幣兌美元，多年來安排管理主要以美元
列值的海外客戶購買訂單所產生的外幣風險。美元兌人民幣貶值將對本集團
的收入金額產生負面影響，而安排的遠期合約將獲得收益以抵銷該影響，反之
亦然。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鑑於美元兌人民幣升值，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止年度的收入金額同時增加及遠期合約公平虧損淨額增加反映該抵銷。

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包括對短期銀行貸款收取的利息，亦包括與租賃生產設施
有關的經營租賃安排的利息開支部分。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由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0.2百萬元增加約人
民幣0.3百萬元或219.3%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0.5百萬元。該增
加主要乃由於本集團截至 2019年 12月31日止年度借入的短期銀行貸款作一般
營運資金所致。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該銀行貸款已悉數償還。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須就組成本集團之各公司於所處或營運所在稅務司法權區產生或賺取
之溢利按獨立法人實體基準繳納所得稅。

(i) 開曼群島所得稅

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因此，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

(ii) 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現行法律，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實體毋須就其
收益或資本收入繳納稅費。

(iii) 香港所得稅

截至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由於本集團並無產生任何須繳納香
港利得稅的收益，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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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就中國的經營作出的所得稅撥備已根據現行法律、解釋及慣例，
以預估年內應課稅溢利適用稅率計算。截至 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
度，法定稅率為 25%。

寧波曠世自2008年以來符合資格作為「高新技術企業」並於2017年11月更新
其資格，其自2008年至2020年11月繳納15%的下調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

此外，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頒佈自2018年起生效的相關法律法規，於2018

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從事研發活動的企業於該年度釐定的應課
稅溢利時，有權要求將其產生的研發費用的175%列作可扣減稅項開支。本
集團管理層評估，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有資格申索有關款
項。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1.8百萬元減少約
人民幣 7.0百萬元或 59.5%至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4.8百萬元。該
減少主要乃由於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除稅前溢
利減少所致。

本集團的整體實際稅率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3.2%增加至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年度約14.6%。該增加主要乃由於有關於香港上市產生的開支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增加所致，有關開支不得就中國企業所得稅用途扣除。

經調整除稅前溢利及年內經調整溢利

截至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確認非經常性項目。為補充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及呈列
的財務資料，為對本集團日常業務的財務業績作出更佳分析，本集團亦於下文
呈列經調整除稅前溢利及年內經調整溢利。

呈列該等額外財務資料乃由於本集團管理層會使用有關財務計量評估本集團
的財務表現，當中剔除本集團不認為屬於實際業務表現評估指標的非經常性
項目（包括有關上市的開支及出售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收益淨額）的影響。本集
團經調整除稅前溢利及經調整年內溢利並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表現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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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認為，該等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可更準確說明本集團於截至2018年
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盈利能力及經營表現。然而，該等非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計量不應單獨考慮，亦不應理解為淨收益或經營收益的代替，或本集團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經營表現或其他合併經營數據的指標。使用非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作為分析工具有重大限制，因為其並不包括所有影響相
關年度溢利的項目。

下表載列截至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調整除稅前溢利及經調整溢
利：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調整除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 32,568 88,808

就以下項目作出調整：
(i) 有關上市的開支 18,116 5,178

(ii)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淨收益 (1) – (42,491)  

經調整除稅前溢利 50,684 51,495
  

經調整年內溢利

年內溢利 27,810 77,051

就以下項目作出調整：
(i) 有關上市的開支 18,116 5,178

(ii)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淨額 (1) – (42,491)

(iii) 相應稅務影響 (2) (663) 5,597  

經調整年內溢利 45,263 45,335
  

附註：

(1) 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出售一家附屬公司收益淨額約人民幣 42.5百萬元與出售本
集團當時之附屬公司紹興市景明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有關。

(2) 相應稅務影響的計算為扣減寧波曠世產生有關上市的開支及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淨
額並應用15%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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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主要包括辦公大樓、生產廠房、機器及相應資本化
裝修成本的賬面淨值。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賬面淨值增加約人民幣16.9百萬元，主要與設置及裝修位於中國浙江省寧波
市鄞州區的新生產廠房產生的成本有關，用於擴大本集團蠟燭產品的產能，同
時啟動本集團家用香薰產品的新生產線。

使用權資產

本集團的使用權資產包括本集團辦公大樓及生產廠房使用的土地的預付土地
使用權的賬面淨值，以及本集團租賃的物業的賬面淨值。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使用權資產賬面淨值增加約人民幣3.5百
萬元，主要與位於中國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的新租賃生產廠房有關。

存貨

本集團存貨結餘包括本集團蠟燭產品、家居香薰產品及家居飾品的原材料、半
成品及製成品。本集團的存貨結餘由2018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39.3百萬元增加
約人民幣 3.4百萬元或 8.7%至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42.7百萬元，主要乃由於
2020年第一季度即將進行的生產計劃的原材料庫存水平增加所致。截至本公告
日期，本集團大部分原材料已用於生產。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19年12月31日，貿易應收款項結餘主要指本集團海外客戶的未償還結餘。
於減值撥備前的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由2018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64.8百萬元增加
約人民幣 1.1百萬元或 1.7%至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65.9百萬元。本集團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收入增加反映出，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的增加
與本集團業務增長一致。

本集團大部分貿易應收款項結餘均於180天內到期。多年來，本集團經歷的壞
賬事宜有限，而2019年12月31日，貿易應收款項錄得小額減值撥備約人民幣1.0

百萬元，乃根據賬齡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的預期信貸虧損百分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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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結餘主要包括向供應商墊款、有關上市的遞延
成本、可收回增值稅及應收關聯方款項。

結餘由 2018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164.7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137.2百萬元或 83.3%

至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27.6百萬元，主要乃由於關聯方就本集團為籌備上
市進行重組於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結清約人民幣143.7百萬元所致。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2018年12月31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包括自本公司當時股東收取的臨時
資金約人民幣49.0百萬元，該款項尚待就本集團為籌備上市進行重組而匯回予
該等股東。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於向本公司股東償還資金後，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結餘下降至正常水平。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結餘主要包括應付原材料供應商款項、應付關聯方款項
及應付本集團僱員的薪金。

結餘由 2018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222.2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175.3百萬元或 78.9%

至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46.8百萬元，主要乃由於就本集團為籌備上市進行
重組向關聯方結清約人民幣 163.7百萬元所致。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結餘指與商業銀行訂立關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的外匯遠期協議的公平值。

結餘由於 2018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3.1百萬元大幅增加約人民幣 11.4百萬元或
371.6%至於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4.5百萬元，主要乃由於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止年度美元兌人民幣升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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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結餘指本集團租賃的辦公場所及生產廠房的未來租賃付款現值。

結餘由2018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5.4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4.1百萬元至2019年12月
31日約人民幣9.5百萬元，主要乃由於新租賃生產廠房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
度主要用於擴大本集團的產能所致。

近期發展

全球發售及上市

本公司於2019年12月30日按每股1.28港元至1.60港元的價格範圍發售100,000,000

股普通股以供認購。發售價釐定為1.28港元，而本公司股份於2020年1月16日在
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扣除上市開支後的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126.1百萬元。
此外，超額配股權（定義見招股章程）部份獲行使，以及本公司已發行5,042,000

股普通股，相當於按本公司每股普通股 1.28港元初始提呈認購的股份數目約
5.04%。根據部分行使超額配股權收取的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約為人民幣5.8百萬
元。

所得款項淨額將以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的方式動用。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

自2020年1月以來，全球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多個國家蒙受影響，包
括但不限於中國及歐洲國家，如法國、英國、荷蘭及德國。中國及其他國家已
採取並繼續實施一系列預防及監控措施，包括對出行及交通安排有若干程度
的限制及控制、檢疫限制、提高工廠及辦公室衛生及防疫要求，以及減少社交
活動等。此對本集團的生產活動具有暫時但不重大的影響。自 2020年3月中以
來，本集團的產能已恢復正常。此外，我們不時與客戶（尤其是來自歐洲國家的
客戶）保持緊密聯繫，其中若干客戶要求短暫延遲我們的裝運。儘管已有一些
採購訂單因COVID-19被取消。因此，董事相信，COVID-19對本集團財務表現的
影響截至本公告日期屬暫時且並不重大。本集團將於必要時採取適當措施，並
適時另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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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業務對客戶銷售渠道

本集團現時向中國的零售客戶提供若干業務對客戶銷售渠道，如零售店舖及
網上銷售。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於中國營運12間零售店舖，並擬於日後開設
更多零售店舖。此外，本集團亦正尋求於其他國家，如澳洲擴充該等業務對客
戶銷售渠道。本集團預期，該擴充計劃將加強我們的品牌建立策略，並為我們
全球蠟燭產品、家居香薰產品及家居飾品的銷售帶來更佳增長。

未來計劃

為推動本集團業務增長，主動捕捉市場商機，擴充本集團產品銷售以及擴大本
集團的市場份額，董事擬實行以下措施：(i)於海外設立實體店以提高本集團產
品的市場滲透率，為主要客戶提供更優質服務並擴大本集團主要市場的客戶基
礎；(ii)擴展及提升本集團的生產設施，藉以加強內部產能，以實現規模經濟；
(iii)加強本集團的研發能力，以豐富本集團的產品種類及提高本集團的整體競
爭力；(iv)提升本集團的資訊系統與物流能力，以提高營運效率；及 (v)加強本集
團的銷售及營銷工作，以擴大市場份額，培養品牌忠誠度，並把握歐洲以外市
場的潛在商機。

財務資料

以下財務資料經本公司的外部核數師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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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501,131 444,704
銷售成本 (367,452) (337,675)  

毛利 133,679 107,029

行政開支 (70,311) (47,766)
銷售及營銷開支 (8,574) (6,910)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662) (228)
其他收益 5 1,919 5,871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6 (23,088) 30,885  

經營溢利 32,963 88,881

財務收益 119 88
財務成本 (514) (161)  

財務成本－淨額 7 (395) (73)  

除所得稅前溢利 32,568 88,808
所得稅開支 8 (4,758) (11,757)  

年內溢利 27,810 77,051  

以下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7,820 77,010
－非控股權益 (10) 41

  

其他綜合收益
隨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9 61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年內綜合收益總額 27,819 77,112
  

以下應佔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7,827 77,059
－非控股權益 (8) 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9 9.3分 25.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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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278 31,354

使用權資產 16,720 13,223

無形資產 3,504 2,525

遞延所得稅資產 3,043 1,138  

非流動資產總值 71,545 48,240  

流動資產

存貨 10 42,671 39,261

貿易應收款項 11 64,920 64,33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7,566 164,74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1,5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7,843 92,611  

流動資產總值 203,000 362,478  

資產總值 274,545 410,718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 –

股份溢價 13 163,681 163,681

其他儲備 (34,556) (39,513)

保留盈利 68,957 46,087  

198,082 170,255

非控股權益 638 646  

權益總值 198,720 1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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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46,815 222,159

合約負債 4,054 2,428

流動所得稅負債 950 6,74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14,472 3,069

租賃負債 3,863 1,870  

流動負債總值 70,154 236,27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671 3,546  

負債總值 75,825 239,817
  

權益及負債總值 274,545 410,718
  



– 15 –

附註：

1. 編製基準

財務資料乃摘錄自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制的合併財務報
表，並就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公平值列賬）的重估而作出修訂。
本公告所載的年度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合併財務報表須運用若干關鍵會計估算。此亦要求董事於
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過程中作出判斷。

所有自2019年1月1日或之前開始財政年度首次生效的新訂準則、現有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已於有關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之往績記錄期（2016
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及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貫徹
應用。

2. 尚未採納之新訂準則及修訂本

若干新訂準則及修訂本已公佈但於2019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強制生效且本集團
並無提早採納。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準則及修訂本的影響，其中若干準則、詮釋及修訂本與本集
團的經營有關。根據董事開展的初步評估，該等準則生效後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表
現及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3 收入

收入主要包括銷售貨品所得款項。截至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按類別劃
分的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客戶的收入

蠟燭 318,808 311,038
家居香薰 91,150 64,964
家居飾品 91,173 68,702  

501,131 44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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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所用原材料及可消耗品 150,403 151,690

分包成本 182,704 155,816

僱員福利開支 54,165 43,748

交通開支 15,336 11,640

公用事業 3,195 4,08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638 3,244

投資物業折舊 – 1,199

無形資產攤銷 419 362

使用權資產攤銷及折舊 2,444 1,452

稅項及附加費 3,299 4,216

差旅開支 2,031 1,335

運營租賃開支 640 218

業務招待開支 784 632

樣品檢查及快遞費 2,876 1,982

廣告及推廣開支 1,222 1,085

核數師薪酬 （年度審核服務） 1,150

法定審核費用 165 587

其他服務費 1,241 758

上市開支 18,116 5,178

辦公開支 668 440

保險開支 237 381

銷售佣金 876 1,471

其他 728 834  

446,337 392,351
  

5 其他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益

出租收益 – 3,370

政府補助

－與財務支持有關 1,919 2,499

－與稅項退款有關 – 2  

1,919 5,871
  

政府補助主要與本集團收到來自相關政府機構之無條件政府補貼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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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38) (107)

外匯收益淨額 5,521 4,818

美元兌人民幣固定交叉貨幣利率掉期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 1,297

遠期合約之虧損淨額 (27,559) (17,204)

商業銀行發行之理財產品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 38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 42,491

捐款開支 (400) (300)

其他 (612) (497)  

(23,088) 30,885
  

7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收益

利息收益 119 88  

財務費用

利息開支 (250) –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264) (161)  

(514) (161)  

(395) (73)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6,663 12,308

遞延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905) (551)  

所得稅開支 4,758 1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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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視為於2019年及2018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數目計算。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2020年1月13日的資本化發行的影響進行追溯調整。

2019年及2018年，本公司並無擁有任何未發行潛在普通股。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27,820 77,01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00,000,000 300,000,0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基本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分
列示） 9.3 分 25.7分

  

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0 存貨

於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23,300 20,506
半成品 2,818 2,849
製成品 16,583 16,086
存貨減值撥備 (30) (180)  

42,671 39,261
  

11 貿易應收款項

於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第三方之貿易應收款項 65,877 64,783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957) (453)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64,920 64,330
  

貿易應收款項均來自銷售貨品。

於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於撥備前貿易應收款項之總賬面值按以下貨幣計值：

於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美元 63,915 62,853
人民幣 1,962 1,930  

65,877 6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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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37,034 24,129

超過30日至180日內 26,799 39,843

超過180日至1年內 1,296 630

超過1年至2年內 708 131

超過2年 – 50

超過3年 40 –  

65,877 64,783
  

於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貿易應收款項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近。產品銷售根據相關銷
售協議條款收取，並於出具發票後支付。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許可的簡化方法，其要求自資產初步確認後將予確
認預期存續期間虧損。預期虧損率乃基於36個月期間之銷售付款組合及該期間內經歷之
相應歷史信貸虧損。歷史虧損率乃經調整以反映有關影響客戶結清應收款項之能力的宏
觀經濟因素之當前及前瞻性資料。本集團已識別該等因素，例如其出售貨品所在國家之
國內生產總值為最大相關因素，因此，根據該等因素基於預期變動調整歷史虧損率。於
各報告日期，已觀察之歷史違約率已更新且前瞻性估值之變動已進行分析。於2019年及
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該等應收賬款之抵押。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預期信貸

虧損率

預期信貸
虧損率

30日內 0.08% 0.11%

超過30日至180日內 0.17% 0.22%

超過180日至1年內 22.77% 28.31%

超過1年至2年內 77.47% 83.60%

超過2年 100.0% 100.0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年初 (453) (207)

減值撥備 (504) (246)  

於年末 (957)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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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付款項
－向供應商墊款 10,266 12,411

－上市開支 6,966 1,646

－預付所得稅 416 153

－預付增值稅 4,199 1,250  

21,847 15,460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 513 29

－向僱員墊款 650 482

－可收回之增值稅 3,386 5,174

－應收關聯方款項 468 143,652

－其他 911 –  

5,928 149,337  

總計 27,775 164,797  

減：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09) (51)  

27,566 164,746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年初 (51) (68)

減值撥回╱（撥備） (158) 17

年度撇銷 – –  

於年末 (20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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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及股份溢價

本公司已於2018年11月13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於註冊成立日期，法定股本為380,000

港元，每股面值0.001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普通股

數目

股份票面

價值

股份票面

價值等值 股份溢價

港元 人民幣 人民幣千元

於2018年11月13日（註冊成立日期）（附註 a） 1 0.001 0.001 –

發行普通股（附註b） 69,999 69.999 61.333 163,681    

於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 70,000 70 61.33 163,681
    

附註 :

(a) 於2018年11月13日配發及發行1股0.001港元之股份。

(b) 上文 (a)段於2018年11月13日發行之股份已於2018年11月20日轉讓予璟和。於2018年
12月19日，分別向璟和有限公司、德瑪有限公司、天人合一有限公司及湧興有限公
司額外配發及發行票面價值為50.525港元之50,525股股份、票面價值為12.624港元之
12,624股股份、票面價值為 5.45港元之5,450股股份及票面價值為 1.4港元之1,400股股
份。

於2018年12月19日，本公司上述股東已同意向本公司作出注資合共約人民幣163,681,000

元，該款項及70港元之票面價值之間的差額錄入股份溢價。股東於2018年支付約人
民幣49,048,000元，餘下人民幣114,632,000元於2019年收取。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第三方之貿易應付款項 19,452 40,906

應付以下人士之其他應付款項： 12,719 165,562

－關聯方 269 163,681

－第三方 12,450 1,881

應付職員薪資及福利 13,546 12,181

應計稅項（所得稅除外） 1,098 3,510  

46,815 222,159
  

於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為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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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股息 – 105,00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宣派及派付任何股息（2018年：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寧波曠世向其當時股東宣派股息人民幣105,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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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

寧波曠世向其當時股東宣派及派付股息合共人民幣105,000,000元。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股息約為人民幣0.35元乃根據將本公司 70,000股當時已
發行股份及本公司299,930,000股資本化股份視為猶如該等股份自2018年1月1日
以來已發行而計算得出。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由於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的股份尚未上市，於2020年1月16日
（即本公司之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日）前，本公司未能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上市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的原則及守則條文而設。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
守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首席執行官之職務應有區分，
並不應由同一人兼任。然而，我們並無區分主席與首席執行官，而現時由金建
新先生兼任該兩個職位。於本集團之整個業務歷史中，金先生作為本集團之創
始人兼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一直持有本集團之關鍵領導地位，且已自其建立起
深入參與本集團之企業戰略制定以及業務管理及營運。考慮到本集團內領導
之一致性，為有效及迅速地為本集團作出整體策略規劃並繼續實施有關計劃，
董事會相信金先生擔任兩個職位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及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
益。董事會認為，目前之安排不會損害權力與權限之平衡，而此架構將使本公
司得以即時及有效作出及實施決策。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初步業績公告中有關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資產負債
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的經審計綜合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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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所列載數額核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uditing)、《香
港審閱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或《香港鑒證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而執行的鑒證業務，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
師事務所並未對初步業績公告發出任何鑒證意見。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將於 2020年 6月5日（星期五）在香港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將於適時刊發及寄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本公司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於2020年
6月2日（星期二）至2020年6月5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
股票必須於 2020年6月1日（星期一）（香港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供登記，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室。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應具有下文所載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2020年6月5日 (星期五 )召開的股東週年
大會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國」或「內地」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倘文義另有指明者及僅就本公
告而言，就中國的提述不包括台灣、香港及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本公司」 指 曠世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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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及「我們」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 指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寧波曠世」 指 寧波曠世智源工藝設計有限公司，於1999年1月4日
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2月30日的招股章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曠世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金建新

香港，2020年3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金建新先生、茹黎明先生及田東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邵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黎振宇先生、楊和榮先生及周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