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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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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599）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
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85,390  191,789
銷售成本  (115,176 ) (108,216 )    

毛利  70,214  83,573
其他收益  1,937  401
銷售及分銷成本  (34,399 ) (36,869 )*
行政開支  (17,921 ) (15,072 )*
財務費用  (1,027 ) (976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 18,804  31,057
所得稅開支 4 (3,149 ) (5,053 )    

期內溢利  15,655  26,004    

股息 5 2,310  5,000    

每股基本溢利 6 6.78港仙  11.26港仙 *    

*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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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039  40,054
 遞延稅項資產  1,626  1,626    

  76,665  41,680    

流動資產
 存貨  88,883  80,9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7 100,820  123,210
 衍生金融工具  －  998
 現金及現金等值  31,880  51,665    

  221,583  256,82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8 40,653  45,064
 有息借貸  43,528  60,644
 稅項撥備  6,353  3,655    

  90,534  109,363    

流動資產淨值  131,049  147,45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7,714  189,139

非流動負債
 有息借貸  15,525  2,105
 遞延稅項負債  3,685  3,685    

  19,210  5,790    

資產淨值  188,504  183,349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3,100  21,000
 儲備  165,404  162,349    

權益總額  188,504  18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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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中期賬目」）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
則》（「會計準則」）第三十四條「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十六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未經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止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符一致。

於編製本中期報告時，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一連串就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的會計
年度尚未生效的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現正就採用此等新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評估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的影響。

2. 收益、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入口及銷售建築五金、高級衛浴及廚房設備。本集團期內之營業
額及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
 營業額
  批發 164,184  176,148

  零售 44,863  39,102

  分部抵銷 (23,657 ) (23,461 )   

總營業額 185,390  191,789   

其他成本、扣減其他收益合計 (50,383 ) (51,540 )

分部經營溢利
 批發 12,741  28,110

 零售 7,090  3,923   

經營溢利合計 19,831  32,033   

由於香港以外市場所佔本集團綜合營業額及綜合貿易業績不足10%，因此並無呈列營業
額及經營溢利之地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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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經扣除固定資產折舊2,863,000港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2,824,000港
元）。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零七年：17.5%）之稅率計算。
海外稅項乃就期內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有關地區稅務制度之稅率計算。

項目包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期內所得稅開支 3,149  5,053   

5. 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零七
年：2.5港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零七年：2.5港仙） 2,310  5,000   

6. 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15,65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26,004,000港元）及股數231,000,000股（已調整現已發行股份數目）（二零零七年九月
三十日：231,000,000股，重列）計算。由於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披露期內每股攤薄
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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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少於  三十一日  六十一日  超過 
 三十日  至六十日  至九十日  九十日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34,257  16,397  8,607  20,849  80,110         

截至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61,130  9,280  5,633  20,270  96,313         

本集團之銷售信貸大部份為30至90日，其中部份客戶的信貸期延長至120日，部份超過
九十日的賬款以信用狀或付款交單式進行。

8.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包括在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內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少於  三十一日  六十一日  超過 
 三十日  至六十日  至九十日  九十日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7,695  2,125  1,247  757  11,824         

截至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23,072  3,776  2,823  861  30,532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每股1.0
港仙。股息 1.0港仙將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向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分別名列本公司於開曼群島或香港存置之股東名冊或分冊
（統稱「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享有獲派發
中期股息之權利，最遲須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
佳雅栢勤有限公司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
匯中心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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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過去六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賬目顯示，綜合
營業額為185,39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1,789,000港
元）及除稅後綜合溢利為15,65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6,004,000港元）。期內受到全球經濟活動減慢影響，本集團的銷售增長放緩。
本集團的銷售額（發展項目合約）穩定，而批發與零售主要為毛利率較低之基本
裝修及衛浴設備。

財政狀況

本集團於期內錄得除稅後溢利，整體財政狀況穩健。本集團的邊際利潤為37.8%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3.5%），邊際利潤跟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全年的 38.1%相若。由於銷售項目主要是毛利率較低的基本裝修和
衛浴設備，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為18,804,000元，較同期下跌39.8%。而本集團仍有
效控制營運開支，故經營溢利錄得 15,655,000港元。於本財政年度初，本集團獲
股東批准，購入辦公室自用，購置價為35,571,335港元，以現金和銀行按揭支付。
本集團持有現金存款約 31,88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51,665,000港
元），銀行有息借貸約59,053,000（約16,627,000港元為辦公室按揭，其中約15,493,000
港元的還款期超過一年）。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流動資產除以
流動負債計算之流動比率為2.45（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2.35）。所抵押之資
產為本年度收購之物業。期內，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此外，於二零
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未來展望

正如二零零八年年報指出，美國的次按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擴散到歐洲以及
世界各地。香港作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難免受到影響。本集團預料建築項目
放緩，董事會對此會密切留意，並能配合和適應經濟氣候的改變。由最近一季
開始，油價下降、美元兌其他貨幣之匯率轉強將有助降低銷售成本。本集團曾
經歷2003年經濟低迷，仍可持盈保泰；展望藉著股東、顧客和員工的支持，本集
團亦能一如以往有效率地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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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a) 二零零一年八月，本公司之一家附屬公司（「該附屬公司」）起訴一名客戶（「被
告」），就銷售及交付予被告之貨品追討約 5,333,000港元。被告於二零零一
年九月就指稱違反與該附屬公司訂立之供應協議指稱產生之損失及損害
向該附屬公司提出追討約6,148,000港元之反申索。此訴訟尚在交換專家報
告階段，本公司董事根據所獲獨立法律意見，認為該附屬公司就被告之反
申索勝數甚高，因此並無就反申索所追討金額於本集團賬目內作出撥備。

(b)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承諾供應貨品予若干客戶而向有關客
戶提供之履約保證作出賠償保證約3,553,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2,348,000港元）。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至賬目獲核準日期並
無任何重大訴訟或或然負債。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採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為其公司企
業管治的守則，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於該
守則內列明的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則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須有指定任期。現時，非執行董事之委
任並無特定任期，此舉構成對守則條文A.4.1之偏離。然而，根據本公司之章程
細則，彼等須於各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
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會較守則寬鬆。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個別
查詢，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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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實務常規，並討論內
部監控及賬目等事項（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中期賬目）。

刊發財務資料於聯交所網站

本集團之中期報告載列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要求之所有資料將在適當時間於
聯交所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謝新法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

網址：www.ebon.com.hk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謝新法先生、謝新寶先生、易啟宗先生、劉紹
新先生、馮焯衡先生及謝漢傑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光建太平紳士、
黃華先生及溫思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