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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摘要
• 收入按年增長9.6%。
• 報告溢利下跌43.3%，主要是歸因於二零一四年曾錄得沒收按金之非經常性收入

以及英國物業於二零一五年的未變現公平值虧損。
• 本集團之表現指標－基礎經常性溢利按年增長10.2%。
• 香港零售市場疲弱，或會影響和興產品於今年餘下時間的銷售表現。亞洲貨幣偏

軟可能導致東南亞之銷售額下降。

業績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收入 1 88,058 80,357 +9.6%
報告溢利 2 32,039 56,520 -43.3%
基礎溢利 3 33,819 49,323 -31.4%
基礎經常性溢利 4 33,819 30,694 +10.2%

  港仙 港仙
   （經重列）
每股盈利： 5
報告溢利  10.3 18.1 -43.1%
基礎溢利  10.9 15.8 -31.0%
基礎經常性溢利  10.9 9.8 +11.2%

每股總股息 5 4.8 4.8 –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資金 6 615,716 622,632 -1.1%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每股資產淨值 7 1.98 2.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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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註釋： 1. 收入指三個業務分部，即製造及銷售和興品牌產品、物業投資及財資投資
所產生之收入。

 2. 報告溢利（「報告溢利」）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

 3. 基礎溢利（「基礎溢利」）乃按報告溢利扣除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
資產以及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變動計算。

 4. 基礎經常性溢利（「基礎經常性溢利」）反映本集團三個業務分部之表現，按
基礎溢利扣除非經常性項目（例如就出售投資物業沒收之按金╱期權費產
生之收入及相關開支）計算。

 5.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及每股總股息乃使用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311,640,000股（二零一四年（經重列）：311,640,000股）普通股（作為分母）
計算，其已作出調整以反映發行紅股。

 6. 股東資金即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相等於本公司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呈列
之總權益。

 7. 每股資產淨值指股東資金除以於期末已發行之本公司普通股數目，乃經調
整以包括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發
行之紅股51,94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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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業績概要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增加9.6%至88,058,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80,357,000港元），主要源自銷售「和興」品牌產品（「和興產品」）之貢獻增加。

期內，本集團持有投資物業之淨重估虧絀為1,59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盈餘7,533,000
港元），當中包括與本集團位於英國之投資物業（「英國物業」）有關的虧絀2,360,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盈餘6,983,000港元）。

本集團之表現指標－基礎經常性溢利增長10.2%至33,81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30,694,000港元）。此反映出價格上升及產品銷售組合的調整令利潤率有所改善，惟部
分被期內宣傳推廣開支增加及財資投資的收益下降所抵銷。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淨額下跌43.3%至約32,039,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56,520,000港元）。溢利淨額減少主要乃源自一名買方未能完成有關建議收購
英國物業，故於二零一四年產生沒收18,686,000港元按金之非經常性收入，以及由於上
述英國物業於二零一五年之公平值下跌。

其他物業之重估（已入賬列作其他全面收益）導致期內錄得重估盈餘（扣除稅項）3,093,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8,855,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約為36,039,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68,229,000港元）。

製造及銷售和興產品
和興產品之銷售增長10.6%至82,28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74,38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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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繼續成為和興產品之主要市場，佔分部收入約69.8%（二零一四年：73.7%）。澳門
及中國大陸則分別佔約8.5%（二零一四年：5.8%）及3.8%（二零一四年：無）。本年度上
半年零售消費減弱且中國內地旅客訪港及訪澳人數持續減少，但銷售額仍較二零一四
年同期分別上升5.1%及62.7%。然而，由於零售市場氣氛仍有待改善，因此有關上升不
應用作預示全年的銷售情況。其他主要市場表現各異，其中菲律賓之銷售額有所提升，
惟新加坡及北美洲的貢獻減少。

分部溢利增加14.8%至43,47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7,881,000港元），主要有賴於大部
分市場的售價上升及產品銷售組合的調整，令到利潤率上升所致，惟部分被期內宣傳
推廣開支增加所抵銷。

物業投資
本分部之收入減少3.1%至5,22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5,392,000港元）。是項轉變主要由
於換算英國租金收入之平均匯率下跌。

期內，本集團已就投資物業確認淨重估虧絀1,59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盈餘7,533,000
港元），其中虧絀2,360,000港元與英國物業有關。由於買方未能就建議出售英國物業達
致完成及行使買賣協議，故本集團有權沒收按金18,686,000港元（相當於1,445,000英鎊），
此筆款項已於二零一四年確認為其他收益。

因此，分部溢利減少91.0%至2,77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0,935,000港元）。從分部業
績中扣除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以及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變動（「基礎
分部業績」），及扣除非經常性項目（「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基礎分部業績及基礎經
常性分部業績分別減少81.3%至4,36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3,402,000港元）及8.5%至
4,36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77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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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資投資
得自此分部之收入下跌4.0%至55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576,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
期內減持債務證券。分部溢利減少至33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119,000港元），此乃
主要由於外幣交易所得收益減少所致，惟部分被上市投資的未變現公平值向上變動及
收益變現所抵銷。

基礎分部業績及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為溢利52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455,000港元）。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減少87,000港元（12.4%）至617,000港元，乃主要由於期內平均銀行貸款結餘下降。

稅項
於本期間內，稅項增加了713,000港元至6,795,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香港附屬公司期
內的應課稅經營溢利增加。

財務資源及理財政策
本集團繼續奉行審慎之理財政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有息借貸
除以股東資金總額）為6.1%（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本集團之總銀行借貸
為3,78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80萬港元），主要以英鎊、美元及港元
計值，並以浮動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1.37（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57）。本集團持有足夠手頭現金、可銷售證券及可動用銀行信貸，以切
合其短期負債、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匯兌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交易均以港元及美元進行。部分租金收入是從英國來的，並以英鎊
結賬。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借貸貨幣主要為英鎊、美元及港元。本集
團亦有以外幣計值之股本及債務證券以及雙重貨幣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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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認為只要美元與港元仍然掛鈎，對美元的外匯波動風險並不重大。期內除美元
兌港元匯率相對穩定，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與海外證券之投資、雙重貨
幣投資以及銀行結存有關之外匯風險合共約為4,51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090萬港元），或佔本集團總資產約5.6%（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本
集團亦因為英國的投資物業之賬面值而有約15,95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950萬港元）的外匯風險（扣除相關借貸）。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約36,42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6,400萬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銀行存款及證券已予抵押，作為本
集團取得為數10,53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590萬港元）銀行信貸額之
抵押，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其中3,78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380萬港元）。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95名僱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名）。
本集團按年審閱並參考市況及個人表現釐定僱員及董事薪酬組合。除支付薪金外，本
集團亦向合資格僱員提供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津貼及教育津貼。

展望
訪港旅客減少導致香港零售市場疲弱，或會影響和興產品於今年餘下時間的銷售表現，
再加上人民幣弱勢，更可能進一步窒礙內地旅客到香港旅遊。亞洲貨幣偏軟將導致東
南亞對入口貨品之購買力下降，因而亦可能影響該區之銷售額。於二零一五年並無進
行大幅租金檢討，預期租金收入將維持穩定。鑑於美國加息前景未明以及人民幣疲弱，
可能對集團若干財資投資用以計值之外幣構成影響，因此本集團將就財資投資及流動
資金採取較審慎的策略。

承董事會命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顏為善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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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報告

 

致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1至33頁的中期財務報告，此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白花油國際有限
公司（「貴公司」）及其子公司（合稱「貴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和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說明資料。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
期財務報告的編製必須符合以上規則的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要求。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該中期財務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條款僅向整
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
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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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
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
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
審核的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
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中期財務報告在各重大方面未
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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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88,058 80,357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4 434 19,046
製成品存貨變動  4,173 7,068
所用原料及消耗品  (17,652) (21,399)
員工成本  (16,801) (14,506)
折舊開支  (1,210) (1,205)
匯兌收益淨額  268 873
其他營運支出  (16,039) (14,125)

未計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及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之營運溢利  41,231 56,109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虧損淨額  (190) (336)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  2,370 8,283
投資物業之重估虧絀  (3,960) (750)

營運溢利  39,451 63,306

財務成本 5 (617) (704)

除稅前溢利 5 38,834 62,602

稅項 6 (6,795) (6,0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32,039 5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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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74 125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異  1,234 4,547
 換算與海外附屬公司之公司間結餘
  所產生之匯兌差異代表投資淨額  (501) (1,818)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扣除稅項的影響
  61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1,750,000港元）後之盈餘  3,093 8,8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除稅後
 其他全面收益  4,000 11,7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6,039 68,229

每股盈利   （經重列）
 基本及攤薄 8 10.3港仙 18.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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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列印
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 331,159 331,045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04,296 301,695
無形資產  2,450 2,450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8,726 8,620

  646,631 643,810

流動資產
存貨  24,480 19,419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5,913 42,625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36,775 35,682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337 20,964
銀行結存及現金  45,588 10,482

  158,093 129,172

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借貸 11 37,824 43,755
遞延收入之即期部分  109 89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2,768 25,748
應繳稅項  11,618 5,505
應付股息  43,485 7,029

  115,804 82,126

流動資產淨值  42,289 47,04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88,920 69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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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列印
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收購商標應付代價之長期部分  2,074 2,074
遞延收入之長期部分  15,814 12,956
長期服務金準備  1,035 660
董事退休福利準備  13,737 12,618
遞延稅項  40,544 39,916

  73,204 68,224

資產淨值  615,716 622,63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985 12,985
股份溢價及儲備  602,731 609,647

總權益  615,716 62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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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列印
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 投資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建議股息 累計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2,985 24,594 203,734 5,985 (13,897) 34,541 354,690 622,632

期內溢利 – – – – – – 32,039 32,039
其他全面收益 – – 3,093 174 733 – – 4,0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全面收益總額 – – 3,093 174 733 – 32,039 36,039

已宣派中期股息（註釋7） – – – – – 6,544 (14,958) (8,414)
轉撥至應付股息之
 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
 （註釋7） – – – – – (34,541) – (34,541)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985 24,594 206,827 6,159 (13,164) 6,544 371,771 615,716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2,985 24,594 186,526 5,644 (5,523) 28,568 264,061 516,855

期內溢利 – – – – – – 56,520 56,520
其他全面收益 – – 8,855 125 2,729 – – 11,7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全面收益總額 – – 8,855 125 2,729 – 56,520 68,229

已宣派中期股息（註釋7） – – – – – 6,493 (14,803) (8,310)
轉撥至應付股息之
 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
 （註釋7） – – – – – (28,568) – (28,56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985 24,594 195,381 5,769 (2,794) 6,493 305,778 54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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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列印
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經營
業務經營產生之現金 42,940 12,673
已收利息 553 576
已付利息 (617) (704)
已繳所得稅 (673) (289)

業務經營產生之現金淨額 42,203 12,256

投資活動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07) (76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 208
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68 250
已抵押存款減少 5,627 14,103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5,588 13,800

融資活動
銀行借貸變動淨額 (6,194) 2,454
已付股息 (6,498) (5,711)

融資活動耗用之現金淨額 (12,692) (3,25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淨額 35,099 22,799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482 12,646

匯率變動影響 7 83

於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即銀行結存及現金 45,588 3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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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列印
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
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須收錄於全年財務報表之所有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一四年年度賬目」）一併細閱
（如適用）。

2.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報表乃採用歷史成本常規而編製，惟投資物業、租賃土地及樓宇、可供銷售
金融資產及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則以公平值計量。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中期財務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二零一四年年度
賬目所採用者相同。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期間強制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採納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對中期財務報表所報之金額及╱或披露並無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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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列印
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3. 經營分部資料
管理層根據首席營運決策人－執行董事，在作戰略性決策時所審閱之報告，確定了經
營分部之分類。本集團之經營分部按其業務性質，分開建立及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
以下三項經營業務：

(a) 製造及銷售和興品牌產品

(b) 物業投資

(c) 財資投資

本集團的每項經營分部，代表一個戰略業務單位，其風險和回報均有別於其他經營分部。

執行董事根據未計所得稅及未分配財務成本、董事酬金及中央行政成本之分部溢利或
虧損來評估經營分部之業績和分配分部間之資源，並考慮這些資料的編製基準與綜合
財務報表的一致。除集團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已分配至須報告分部。除遞延稅項、董
事退休福利準備、應繳稅項、應付股息及其他集團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已分配至須報
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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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列印
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業務分部
 製造及銷售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和興品牌產品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對外銷售收益 82,282 5,223 553 88,058

分部業績 43,477 2,779 332 46,588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7,137)

營運溢利    39,451
財務成本    (617)

除稅前溢利    38,834
稅項    (6,795)

期內溢利    32,039

 製造及銷售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和興品牌產品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對外銷售收益 74,389 5,392 576 80,357

分部業績 37,881 30,935 1,119 69,935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6,629)

營運溢利    63,306
財務成本    (704)

除稅前溢利    62,602
稅項    (6,082)

期內溢利    5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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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列印
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表呈列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業務分部之資產
及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製造及銷售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和興品牌產品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401,121 331,706 71,432 804,259
未能分配集團資產    465

綜合總資產    804,724

負債
分部負債 23,394 44,727 780 68,901
未能分配集團負債    120,107

綜合總負債    189,008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製造及銷售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和興品牌產品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綜合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69,689 331,428 71,139 772,256
未能分配集團資產    726

綜合總資產    772,982

負債
分部負債 34,757 42,602 5,075 82,434
未能分配集團負債    67,916

綜合總負債    15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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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列印
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對外銷售收益 營運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9,366 56,493 34,689 31,956
澳門 6,994 4,297 4,921 2,316
中國 3,163 30 (423) (19)
東南亞 11,656 11,387 5,317 4,366
北美洲 2,652 3,844 1,096 1,636
英國 3,226 3,467 813 29,017
歐洲（不包括英國） 135 84 (183) 95
其他地區 866 755 (43) 177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 – (6,736) (6,238)

 88,058 80,357 39,451 6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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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列印
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投資：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股息收入 254 304
 出售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所得收益 125 –
已收佣金 18 21
沒收出售投資物業之按金 – 18,68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收益 1 4
雜項收益 36 31

 434 19,046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此項目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成本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透支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231 299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107 125
收購商標應付代價之利息 279 280

 617 704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22,869 22,415
出售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收益）虧損 (12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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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列印
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四年：16.5%）撥出準備。
海外稅項乃以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撥出準備。

開支包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6,173 5,461
海外稅項 606 605

 6,779 6,066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 16 16

 6,795 6,082

7. 股息及發行紅股
上財政年度應佔股息，於本期間批准及派發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6.5港仙合共16,88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6.5港仙合共16,881,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特別末期股息每股6.8港仙合共17,66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每股4.5港仙合共11,687,000港元），股息乃列作累計溢利之分配。於二零
一五年七月八日經股東批准後，該項分配已轉撥至應付股息。

發行紅股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亦建議紅利發行股份（「發行紅
股」），基準為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每持有五股現有股份
獲發一股紅股。發行紅股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按當時之現有已發行股份259,700,000股計算，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已發行51,940,000
股紅股，因此，經發行紅股擴大後之已發行股份合共為311,64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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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跟上年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7. 股息及發行紅股（續）
本期間應佔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第一次中期股息 8,414 8,310
第二次中期股息 6,544 6,493

 14,958 14,803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董事宣佈向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之股東派付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7港仙合共8,41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於二零
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宣派每股3.2港仙合共8,31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董事宣佈向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東派付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2.1港仙合共6,54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於二零一四
年八月二十五日宣派每股2.5港仙合共6,493,000港元）。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32,03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56,520,000港元）及於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11,640,000股（二零一四年（經
重列）：311,640,000股）普通股計算，其已作出調整以反映發行紅股。

由於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內並無具攤薄潛力而未發
行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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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本集團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以及位於香港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乃董事參考獨立專業估值
師提供之估值之評估，按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列賬。本集團於期內因為位
於香港之投資物業而錄得重估盈餘淨額77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550,000港元），此數
已於損益賬內確認。此外，本集團於期內因為位於香港之租賃土地及樓宇而錄得重估
盈餘3,70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0,605,000港元），此數已於物業重估儲備確認。

另一方面，本集團位於英國倫敦之投資物業乃董事參考獨立專業估值師提供之估值之
評估，按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列賬，而期內經估值所產生出來的重估虧絀
2,36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盈餘6,983,000港元）已於損益賬內確認。期內，本集團亦
因為位於英國之投資物業而錄得匯兌調整盈餘1,70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盈餘4,406,000
港元），此數已於匯兌儲備列作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異的一
部份。

董事認為，本集團位於新加坡之投資物業於期內之公平值變動對本集團的業績並不重大。

10.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項 32,291 35,468

應收票據 1,844 3,505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778 3,652

 35,913 4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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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本集團為其客戶提供介乎30日至120日之信貸期。應收賬項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
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8,912 11,088
31 – 60日 3,164 20,095
61 – 90日 – 1,063
超過90日 215 3,222

 32,291 35,468

11. 有抵押銀行借貸
銀行借貸之賬面價值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還款之有期銀行貸款 29,784 34,711
須於一年後還款而包含須應要求還款條款
 之有期銀行貸款 8,040 9,044

  
 37,824 43,755

8,04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44,000港元）之有期貸款內的條款給予
貸款人凌駕一切的權利，可按其唯一酌情權在不給予通知或給予通知期少於12個月之
通知而要求還款；雖然董事並不預期貸款人將行使要求還款之權利，但有關貸款乃分
類為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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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抵押銀行借貸（續）
根據貸款協議所載之協定還款時間日期以及不計應要求還款條款之影響所得出的到期
款項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年內 29,784 34,711
於一年後但於兩年內 2,038 2,018
於兩年後但於五年內 6,002 6,302
於五年後 – 724

 8,040 9,044

 37,824 4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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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項 5,500 3,658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7,168 21,932
客戶按金 100 158

 17,268 22,090

 22,768 25,748

應付賬項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738 3,563
31 – 60日 434 39
61 – 90日 285 5
超過90日 1,043 51

 5,500 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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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產抵押
本集團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銀行存款及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
產已按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105,29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5,898,000港元）銀行信貸（包括銀行借貸）之抵押，截至結算日已動用其中37,824,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755,000港元）。

本集團已作抵押之資產之賬面值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土地及樓宇 126,000 121,000
投資物業 186,545 187,201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36,281 34,853
銀行存款 15,337 20,964

 364,163 364,018

14. 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本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披露之交易╱資料外，於本期間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立
下列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予主要管理層人士（包括董事）之
 報酬：
 －薪金及其他福利 8,257 7,024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4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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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七年，本集團與一間銀行訂立總協議以投資於一項私募基金，最高注資額為
1,000,000美元（相當於約7,8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786,000美元（相當
於約6,12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86,000美元（相當於約6,129,000港元））
已應要求支付。由於承諾期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其餘214,000美元（相
當於約1,67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4,000美元（相當於約1,671,000港
元））將只會在總協議訂明之有限情況內應付。

16. 公平值披露
以下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所界定之公平值三個等級列出本集團於
結算日計量之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按經常性基準披露，公平值計量之分類基於其最低等
級而對公平值的整體計量有重大影響的投入而分類。輸入數據等級定義如下：

• 第一等級（最高等級）：本集團於計量日期可取得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報
價（未經調整）。

• 第二等級：資產或負債可直接或間接觀察之輸入數據，第一等級包括之報價除外；

• 第三等級（最低級）：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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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平值披露（續）
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海外上市債務證券 1,507 1,507 – –
 非上市債務證券 2,014 – 2,014 –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5,632 5,632 – –
 海外上市股本證券 10,598 10,598 – –
 非上市互惠基金 2,773 – 2,773 –
 雙重貨幣存款 14,251 14,251 – –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非上市私募基金 2,646 – – 2,646
 其他非上市證券 6,080 6,080 – –

 45,501 38,068 4,787 2,646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海外上市債務證券 5,613 5,613 – –
 非上市債務證券 4,059 – 4,059 –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4,871 4,871 – –
 海外上市股本證券 11,321 11,321 – –
 非上市互惠基金 3,238 – 3,238 –
 雙重貨幣存款 6,580 6,580 – –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非上市私募基金 2,540 – – 2,540
 其他非上市證券 6,080 6,080 – –

 44,302 34,465 7,297 2,540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第一等
級和第二等級公平值計量之間並無轉移，亦無轉入或轉出第三等級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之政策為於結算日確認公平值等級間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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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平值披露（續）
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續）
第三等級公平值計量之變動
結算日之公平值計量：

描述 非上市私募基金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報告期初 2,540 3,042
於以下項目確認之收益或虧損：
 －損益賬
 －其他全面收益 174 341
添置 – –
出售 (68) (843)

於結算日 2,646 2,540

所有上述收益或虧損列賬於「投資重估儲備」之變動。

第二等級公平值計量所用之估值技巧及輸入數據概述
非上市互惠基金及債務證券
非上市互惠基金及債務證券乃基於交易員市場報價而估值。如未能取得，公平值則參
考同類工具之市場報價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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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平值披露（續）
第三等級公平值計量所用之估值技巧概述
非上市私募基金之資產主要是在不同行業的非上市公司之投資（「該投資」），該投資的
公平值是基金經理參考多項因素而估計，包括該投資之經營現金流量及財務表現、行
業及╱或地區之發展趨勢、相關業務模式，預期退出時間及策略，以及與該投資有關
之任何特定權利或條款。

本集團之估值程序
本集團審閱列入第三等級公平值計量之非上市私募基金之公平值估計。公平值估計報
告由基金經理負責每季編製。審核委員會每年討論估值程序及結果兩次，討論時間與
報告日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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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及其他資料
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劵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定義及
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設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行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
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聯營公司股份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佔本公司
 所持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之百分比

顏為善先生 22,673,600 1,983,800 54,436,200 79,093,600 30.46%
  （註釋1） （註釋2） （註釋2）

顏福偉先生 8,547,400 – 52,106,600 60,654,000 23.36%
   （註釋3） （註釋3）

(b) 於聯營公司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好倉

(i) 和興白花油藥廠有限公司（「白花油藥廠」）

 所持每股面值1,000港元
 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擁有百分比

顏為善先生 8,600 800 – 9,400 42.7%
  （註釋1）

顏福偉先生 2,800 – – 2,80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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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及其他資料（續）
董事之證券權益（續）

(b) 於聯營公司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好倉（續）

(ii) 白花油企業（香港）有限公司（「白花油企業」）

 所持每股面值1港元之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擁有百分比

顏為善先生 8,244,445 711,111 – 8,955,556 42.2%
  （註釋1）

顏福偉先生 2,800,000 – – 2,800,000 13.2%

註釋：

1. 顏為善先生之夫人邱碧錦女士實益擁有1,983,800股本公司股份、800股白花油藥
廠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及711,111股白花油企業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2. 該54,436,200股股份由顏為善先生及其夫人邱碧錦女士全資擁有之公司Hexagan 
Enterprises Limited實益擁有。合共79,093,6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
30.46%。

3. 該52,106,600股股份由顏福偉先生持有約32%權益之公司Gan’s Enterprises Limited
實益擁有。合共60,654,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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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及其他資料（續）
董事之證券權益（續）
除以上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
繫人士在本公司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界定之本公司任何聯營公司之股份、相
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持有任何權益及淡倉。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
十八歲子女概無擁有任何權利以認購本公司之證券，彼等在本期間內任何時間亦無行
使任何此等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每位人士（於以上「董事之證劵權益」已披露之本公司董事
或其聯繫人士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劵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
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數目 股份的百分比

Brooke Capit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3,580,000（註釋） 9.08%
  及投資經理
East of Suez Fund 實益擁有人 13,700,000 5.28% 
UBS Group AG 對股份持有 15,580,000 6.00%
  保證權益的人

註釋： 根據Brooke Capital Limited之申報，於23,580,000股股份中已包含East of Suez Fund於
15,580,000股股份中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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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股份或債權證之安排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著購入本公
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其他資料
第二次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宣佈向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2.1港仙（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每股2.5港仙）。第二次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或該日前後
寄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七日（星期三）（首尾兩天
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概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獲派第
二次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星
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合和中心二十二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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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自身之企業
管治守則。

除下述之偏離情況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
公司董事會主席顏為善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獲委任為署理行政總裁及於二
零一一年九月一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儘管此兩角色均由同一位人士所擔任，其部份
責任由另一位執行董事分擔以平衡權責。此外，所有重大決定均經由董事會及高級管
理層商議後才作出。另董事會包含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帶來不同之獨立觀點。因此，
董事會認為已具備足夠的權力平衡及保障。董事會將定期進行檢討及監督，確保目前
結構不會削弱本公司的權力平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
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已確定，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董事均有遵守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每年開會最少兩次。審核委
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應董事要求，
刊於第11至33頁之中期財務資料亦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按照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
審閱」進行審閱，並已就此發出未有修訂之審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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