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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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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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ER HEALTHWISE HOLDINGS LIMITED
海爾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48）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海爾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公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此等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均
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85,695 187,075
銷售成本 (153,728) (146,621)

毛利 31,967 40,45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 10,178 11,628
銷售及分銷支出 (28,993) (30,491)
一般及行政費用 (44,021) (45,562)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444) 3,895
融資成本 3 (1,708) (1,183)

除所得稅前虧損 4 (34,021) (21,259)
所得稅抵免 5 – 665

期內虧損 (34,021) (2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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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扣除稅項後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377) 1,147
–可供出售投資之重估 4,698 5,454

(679) 6,60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4,700) (13,993)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4,159) (14,297)
非控股權益 (9,862) (6,297)

(34,021) (20,59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5,198) (7,696)
非控股權益 (9,502) (6,297)

(34,700) (13,99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7 (0.41)仙 (0.25)仙
–攤薄 7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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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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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37,913 133,288
商譽 9 58,697 60,594
無形資產 7,575 8,71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9,357 21,982
遞延稅項資產 2,542 3,197

226,084 227,771

流動資產
存貨 98,573 81,50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 
預付款項 10 110,378 84,334
可供出售投資 11 210,599 199,017
應收有關連公司款項 18(b) 51,983 13,123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8(b) – 9,136
可收回稅項 654 59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1,505 125,584

603,692 513,29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54,821 41,96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3,477 36,936
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 18(b) 100,393 44,229
借貸 13 65,006 36,554
應繳稅項 38 3,151

283,735 162,830

流動資產淨值 319,957 350,46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46,041 578,234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4,117 3,744
遞延稅項負債 13,808 13,380

17,925 17,124

資產淨值 528,116 561,110
    

權益
股本 14 591,776 591,776
儲備 (35,681) (10,4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56,095 581,293
非控股權益 (27,979) (20,183)

總權益 528,116 5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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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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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其他相關香港會計
準則、詮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統稱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適用之披露規定編製
而成。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與其業務相關及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
會計政策及所呈報業績產生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惟現正評估
有關準則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2.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玩具、消費類電子產品及商用廚房產品之開發、設計、製造及銷售。
期內已確認之營業額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 185,695 187,07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利息收入 6,878 9,031

其他 3,300 2,597

10,178 11,628

195,873 19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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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根據定期呈報予本集團高級管理層作表現評估及資源分配用途之內部財
務資料識別其營運分部及編製分部資料。本集團已根據其營運識別出以下可報告分
部：

– 玩具製造與銷售

– 消費類電子產品銷售

– 商用廚房產品製造與銷售

(a) 本集團根據訂單目的地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中國及香港 65,102 36,025
美國及加拿大 62,955 84,404
歐洲（附註） 21,814 39,010
日本 13,496 14,692
韓國 7,524 6,369
澳洲 1,407 536
其他 13,397 6,039

185,695 187,075
   

附註：  產品首先付運至一歐洲國家（「裝運港口國家」），隨後由客戶分銷至不
同歐洲國家。產品最終裝船付運至的目的地資料無法獲得且獲得有關
資料之成本昂貴。董事認為，披露裝運港口國家資料屬不合宜，原因是
有關披露可能會產生誤導。

(b) 本集團按產品類別劃分之營業額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玩具 125,639 155,553
消費類電子產品 55,542 22,309
商用廚房產品 4,514 9,213

185,695 18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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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要客戶之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一名外部客戶之收入約達二千五百
萬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超過百分之十三。除該名客戶外，概無其他客戶之營
業額佔本集團營業額超過百分之十。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三名外部客戶之收入約達八千一百
萬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超過百分之四十四。除該三名客戶外，概無其他客戶
之營業額佔本集團營業額超過百分之十。

3.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1,708 1,183
   

4.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出售存貨成本 153,728 146,6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583 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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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抵免

由於本集團有由過往年度結轉之稅項虧損以抵銷期內之應課稅溢利，故截至二零
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作出任何香港利得稅撥備。就其他地
區溢利應繳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期內撥備 – 84

海外利得稅－本期間 – (749)

– (665)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7. 每股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虧損 (0.41) (0.25)
   

每股攤薄虧損（附註）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所有潛在普通股均
具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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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4,159) (14,297)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5,917,757,997 5,772,682,041

攤薄影響
－認股權證 – 33,855,877

－購股權（附註） – （附註a） – （附註b）

– 33,855,877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5,917,757,997 5,806,537,918
   

附註：  (a)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所有潛在普通股均具有
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b)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授出之本公司購股權被
視為或然須發行股份，原因為其發行乃以購股權持有人的績效評估
為或然條件。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就購股權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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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133,288
添置 11,607
出售 (18)
折舊費用 (7,583)
匯兌差額 619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137,913
  

9. 商譽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四月一日 60,594
匯兌差額 (1,897)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58,697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之賬面值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71,065 46,61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9,313 37,720

110,378 8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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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九十日 45,140 26,109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7,330 854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1,328 5,786
三百六十五日以上 17,267 13,865

71,065 46,614
   

本集團之銷售均以信用狀或記賬條款進行，信貸條款會定期檢討。一般貿易條款包
括信用狀、付運前按金以及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內的賒賬期，但對財力雄厚之業務
夥伴可給予較長之賒賬期。

11. 可供出售投資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債務證券 – 按公平值
– 於香港上市 113,902 82,724
– 於香港境外上市 96,697 116,293

210,599 199,017
   

12.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九十日 29,350 29,652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7,748 4,839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11,083 3,843
三百六十五日以上 6,640 3,626

54,821 4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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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貸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

信託收據貸款 5,379 15,569

銀行貸款 59,627 20,985

65,006 36,554
   

該等借貸由本集團位於印尼的土地及樓宇的法定押記及本公司提供的企業擔保作
抵押。

14. 股本

法定
每股面值十萬美元之
可換股可累積可贖回

優先股
每股面值十港仙
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美元 千股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40 4,000 1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十萬美元之
可換股可累積可贖回

優先股
每股面值十港仙
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美元 千股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九月三十日 – – 5,917,758 591,776
     

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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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辦公室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項下之未來最
低租金總額之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一年 7,587 4,243

超過一年但少於五年 8,309 4,319

15,896 8,562
   

17.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實行一項購股權計劃（「計劃」），旨在向對本集團之業務成就有貢獻之合資
格參與者提供獎勵及獎賞。計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由股東通過普通決議案採
納，構成受上市規則第十七章監管之購股權計劃。

根據計劃，購股權可由董事釐定並在向承授人提呈授出購股權時知會承授人之期間
內隨時行使，惟該期間不得超過授出日期起計十年。計劃之計劃授權上限已根據本
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一
項股東決議案予以更新。計劃下可供發行之股份數目上限為三億四千五百七十七萬
五千七百九十九股，相當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即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及其後
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本之百分之十，計劃項下之股份認購價將由董事自行酌情釐
定，惟不得低於 (i)授出日期於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股份收市價及 (ii)緊接授出
購股權日期前五個營業日於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股份平均收市價（以較高者為
準）。獲授之每份購股權須支付一港元之象徵代價。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向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
以及顧問授出合共一億份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股份零點八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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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由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以及顧問持有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行使價
（每股股份）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港元 千份 千份

期末未行使之購股權 0.87 100,000 100,000
    

期末可行使之購股權 0.87 – 11,266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行使購股權（屆滿日：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之歸屬
期及行使價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歸屬期 行使價
未行使
購股權

港元 千份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0.87 60,000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就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確認任
何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二零一五年：五十九萬三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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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曾與有關連人士（部份亦根據上市規則被視為有關連人士）進行交易
及有往來結餘。此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間的交易已於綜合入賬時對銷，並無
於本附註內披露。期內與有關連人士之重大交易，以及彼等於呈報期末之結餘如下：

(a)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交易類型 千港元 千港元

由一名董事近親控制之 
多間公司

購買（附註） 32,943 41,882

租金開支 
（附註）

500 –

與本集團主要股東有關連 
之多間公司

出售 – 2,078

    

附註：  該等有關連人士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所界定的關連交易或持續關
連交易。

(b) 應收╱（應付）有關連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19.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後及直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本集團之重大事項如下：

(i)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本公司（作為認購人）與Global Mastermind Holdings 
Limited（環球大通集團有限公司*）（「環球大通集團」）（作為發行人）（一間於
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就建議以每股股份零點一四港元之認
購價認購環球大通集團八億股新普通股訂立有條件認購協議。於有條件認購協
議完成後，本公司將擁有經配發及發行八億股新普通股擴大後之環球大通集團
已發行股本之約百分之二十二點五二之權益（假設環球大通集團於完成前並
無發行或購回股份），而該八億股新普通股將入賬列作本公司於一間聯營公司
之權益。該建議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該建議收
購事項之更多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之公告內披露。

(ii)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七日，本公司（作為認購人）與Global Mastermind Capital 
Limited（環球大通投資有限公司*）（「環球大通投資」）（作為發行人）（一間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就建議以每股股份零點四五港元之認購價認購環球大
通投資一億九千五百五十萬股新普通股訂立有條件認購協議。於有條件認購協
議完成後，本公司將擁有經配發及發行一億九千五百五十萬股新普通股擴大後
之環球大通投資已發行股本之約百分之二十七點九二之權益（假設環球大通
投資於完成前並無發行或購回股份），而該一億九千五百五十萬股新普通股將
入賬列作本公司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該建議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
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該建議收購事項之更多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
年十月十七日之公告內披露。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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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
無）。

業績、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績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營業額較截至二零一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應期間」）之約一億八千七百萬港元輕微減少約百分
之一至約一億八千六百萬港元。本期間之毛利率約為百分之十七，而相應期間則
約為百分之二十二。整體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二千四百萬港元，而相
應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則約為一千四百萬港元。

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本集團較相應期間之營業額錄得營業額輕微減少約百分之一。

於本期間，玩具業務貢獻營業額約一億二千六百萬港元，而相應期間則約為
一億五千六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本期間來自本集團主要美國及日本客戶
之訂單減少。消費類電子產品貢獻營業額約五千六百萬港元，而相應期間則約為
二千二百萬港元。該改善主要是由於我們的多品牌及多產品策略及海爾品牌產品
銷售增加。商用廚房產品貢獻營業額約五百萬港元，而相應期間則約為九百萬港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虧損較相應期間之約二千一百萬港元增加至約三千四百萬
港元。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員工生產成本及折舊費用增加，導致毛利及毛利率減
少以及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約一百萬港元（而相應期間分佔溢利則約為四百萬
港元）。

商用廚房產品

青島瑞迪燃氣具製造有限公司（「青島瑞迪」）及其附屬公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主要的商用燃氣灶生產商。除生產及銷售燃氣灶外，於本期間，青島瑞迪亦與
酒店、餐廳、學校、政府機構等開展商用廚房的設備、採購及建設（「EPC」）項目。
由於中國經濟放緩，我們投得的部份EPC項目有所延誤。此外，鑒於宏觀經濟形勢，
本公司管理層（「管理層」）認為，穩健的現金流對本集團的長期穩定及發展至關重
要。因此，我們在選定業務夥伴及挑選項目時更為審慎。上述客觀及主觀原因均導
致該分部的收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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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類電子產品

嬰童產品

中國的嬰童相關產品及服務市場規模龐大，增長迅速。由於全面二孩政策，根據中
國兒童產業研究中心的研究，預期到二零一七年該市場的規模將達到約人民幣二
萬六千億元。此外，中國國家統計局指出，受到二孩政策影響，新生兒的數量將逐
年增加二百五十萬名。自本集團進軍嬰童市場以來，管理層持續致力於增強研發
能力、擴充產品線、發展及整合分銷渠道。目前，本集團之主要產品為海爾及貝立
安品牌小型嬰童產品（電動消毒器、奶瓶及食物加熱器、嬰童食物調理機、嬰童理
髮器、嬰童空氣淨化器等）。於本期間，海爾品牌嬰童空氣淨化器之銷量尤為強勁。
嬰童空氣淨化器的平均售價（「平均售價」）較其他嬰童產品為高，以致該分部的整
體銷售額增加。

於本期間，管理層繼續推行多品牌及多產品策略以滿足客戶的全面需求。迄今為
止，我們已與若干世界領先嬰童品牌（包括全球領先嬰幼兒餵養品牌Nuby及Dorel

集團（一間全球性的嬰童產品公司，專攻嬰兒車、汽車安全座椅及嬰童出行用品等）
旗下品牌Bébé Confort及Safety 1st）訂立合作夥伴關係，擔任彼等於中國嬰童產品
的主要分銷商。於本期間，上述品牌已產生銷售額，管理層預期該等品牌日後不久
將成為該分部的重要收入來源。

另一方面，於本期間，我們進一步精簡分銷網絡。日後，我們預期將更專注發展擁
有廣泛網絡的大型分銷商。長期而言，精簡分銷網絡將有助於網絡管理及削減成本。

此外，我們已於本期間進一步推進線上到線下（「O2O」）策略。我們的產品目前在
眾多的電子商務渠道及中國大部份主要城市的許多母嬰店均有銷售。

玩具

擴建後的印尼廠房為本集團整體銷售作出貢獻，然而，由於銷售下降約百分之
二十、勞工及員工成本增加及固定資產投資成本增加，導致玩具製造分部整體毛
利率下降，暴露出本集團原設備製造（「原設備製造」）業務分部的劣勢。於回顧期
間，本集團於印尼廠房僱用約二千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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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銷售下降主要是由於本財政年度內並無自我們主要美國客戶取得有關任何知
名電影大作的人形玩具的產品訂單。我們的日本客戶亦減少了一系列主要面向日
本市場的嬰兒及學前兒童積木之訂單。上一審閱期間西冷市廠房忙於加緊完成一
個廣受歡迎品牌的授權洋娃娃之電子元件訂單，惟於本審閱期間並無類似訂單。

於本期間，本集團透過抵押本集團於印尼的固定資產及企業擔保自亞洲一家大型
融資機構取得一項新銀行融資以償付過往當地銀行融資及投資於額外生產設備，
導致銀行借貸自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三千五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六年九
月三十日的六千萬港元。

北美市場的持續緩慢復甦並未為我們自有品牌製造（「自有品牌製造」）業務的銷
售帶來幫助。由於美國市況競爭激烈，亦因英國脫歐、經濟環境不利及貨幣疲弱而
未能維持其他此前有所增長的市場（如歐洲及亞洲）的銷售勢頭，Kid Galaxy之銷
量錄得約百分之二十三的減幅。於回顧期間，由於自有品牌製造銷售的季節性因
素，應收賬款自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二千四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六年九
月三十日的四千八百萬港元。

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內容有關根據特別授權配售二十億
股新股份（「二零一三年配售事項」）之通函（「二零一三年配售通函」）。除另有界
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一三年配售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將有關二零一三年配售事項所得款項用途之更新載列如下。

配售事項及所得款項淨額
二零一三年配售公告及二零一三年配售通函所述之
二零一三年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擬定用途

截至本公告日期二零一三年配售事項所得款項之
實際用途

二零一三年配售事項 
約三億八千九百萬港元 

(a) 約五百萬港元將用於有關利用本公司現有生產及
經營設施或增加及升級位於印尼的現有設施（如
需要）之可行性研究；

約七千五百萬港元將用於開展可行性研究得出的
建議。

約一百萬港元已用於可行性研究。

約七千九百萬港元已分配用於收購一間於香港主板
上市公司之一億九千五百五十萬股股份，以透過
該收購參與該公司業務並從股價表現上揚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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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事項及所得款項淨額
二零一三年配售公告及二零一三年配售通函所述之
二零一三年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擬定用途

截至本公告日期二零一三年配售事項所得款項之
實際用途

(b) (i) 約五百萬港元將用於為本公司之經營進行詳
細的策略評估； 

約二百五十萬港元已用於為本公司之經營進行詳細
的策略評估。

(ii) 約五百萬港元將用於研發新的產品線及╱或
相關品牌建設或收購、銷售、營銷及推廣；
及 

約四千二百九十萬港元已用於成立一間主要從事消
費類電子產品業務的公司；及約一千二百七十萬
港元已用於收購一間主要在中國從事研發、營銷
及分銷嬰童產品的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一股權。

(iii) 約六千萬港元將用於可能收購新產品線。

約一千零四十萬港元已用於成立一間主要在中國從
事淨水設備及配件的研發、生產、批發、零售，淨
水設備的安裝及維修，以及提供相關售後服務的
合資公司。董事認為，嬰童產品及淨水器業務分
部能夠擴充本集團的現有業務，進一步拓展本集
團收入基礎，及為本公司股東增加價值。

約一百五十萬港元已分配用於收購一間於香港主板
上市公司之一億九千五百五十萬股股份，以透過
該收購參與該公司業務並從股價表現上揚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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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事項及所得款項淨額
二零一三年配售公告及二零一三年配售通函所述之
二零一三年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擬定用途

截至本公告日期二零一三年配售事項所得款項之
實際用途

(c) 約一億五千萬港元將用於可能的收購事項。 約八百萬港元已用作支付收購Notton Limited的部
分代價，以進軍商用廚房行業。約二千三百七十
萬港元已用於擴充Notton於中國之營運附屬公司
青島瑞迪的註冊資本。約一千二百五十萬港元已
用於成立青島瑞迪旗下從事商用廚房設計、規劃
及項目管理的新附屬公司。約一千萬港元已用於
收購四川易方廚房設備有限公司百分之五十九
點九七六的股權，該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商用廚
房相關設備及配件的研發、生產、銷售及安裝。

約九千五百八十萬港元已分配用於收購一間於香港
創業板上市公司之八億股股份，以透過該收購從
股價表現上揚中受益。

(d) 約八千八百萬港元將用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其
中約五千萬港元將用於支持增加庫存，以應付本
公司業務之內部增長，餘下約三千八百萬港元將
用於進行上文第 (a)項、第(b)項所述之計劃或第 (c)
項所述之可能收購事項。

約三千二百萬港元已用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約一千六百二十萬港元已分配用於收購一間於香港
創業板上市公司之八億股股份，以透過該收購從
股價表現上揚中受益。

約七百五十萬港元已分配用於收購一間於香港主板
上市公司之一億九千五百五十萬股股份，以透過
該收購參與該公司業務並從股價表現上揚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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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將
約三億五千萬港元存入其在一間瑞士銀行機構開立的私人銀行賬戶及約
三億四千四百萬港元已投資於上市發行人於公開債券市場發行之高收益債券。本
公司對債券市場的投資僅為於中期期間之一項暫時的現金管理方式，而管理層近
期已在市場上對債券投資組合進行減持。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在本公司原
先存放於銀行的三億五千萬港元中，約二億一千一百萬港元以債券形式持有，其
餘為數約一億三千九百萬港元連同債券所產生的票息收入已從該瑞士銀行機構匯
出用作營運。除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及十月十七日之公告所示者外，本
公司將維持於二零一三年配售通函所披露之所得款項擬定用途。

誠如本公司的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所載，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供
出售投資的非現金估值收益約為五百萬港元。管理層將一如繼往對相關投資進行
密切關注並審慎管理。

計劃及展望

商用廚房產品

中國的商用廚房產品市場高度分散，並無主要的市場參與者。隨著生活水平提高
令外出用餐需求持續上升、環保標準提高及為節省燃料成本的需要，均推動該市
場增長。然而，由於中國經濟放緩，本期間於固定資產的投資減少，對商用廚房產
品市場造成負面影響。管理層認為，儘管負面影響不會長期持續，本集團亦將審慎
控制財務風險。

本集團有關燃氣灶的先進專利基礎技術可提供市場上最高的能源效率（百分之
七十，高於政府標準之百分之四十五），燃氣消耗較傳統鼓風燃氣灶節省百分之
五十以上。我們的產品一氧化碳排放量低（較國家標準低二十倍）並具有低噪音及
傳熱均勻等優勢。此外，管理層預期，政府將於可預見未來正式實施及執行商用廚
具最低熱能效率要求方面的新規例。

消費類電子產品

嬰童產品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下旬，中國政府決定於全國實施「二孩政策」。管理層預期此政
策將促使嬰童產品及服務市場於未來十年取得重大發展。

就海爾及貝立安品牌嬰童產品而言，管理層繼續致力於新產品的研發，以豐富整
體產品組合。於本期間，若干新的小型嬰童產品模型，包括電動消毒器、奶瓶及食
物加熱器、嬰童食物調理機、嬰童理髮器及嬰童空氣淨化器已陸續推出。此外，管
理層預期，涵蓋餵養及護理、保健以及安全等不同類別的新產品亦將逐步推出，以
豐富我們的產品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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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從單一品牌嬰童產品生產商轉型為多品牌及多產品的嬰童產品及服務供
應商。與Nuby、Bébé Confort及Safety 1st建立策略性合作夥伴關係是本集團的重大
里程碑。管理層預期於不久將來將與更多國際嬰童品牌建立類似合作關係。此類
合作關係不僅能擴充我們的整體產品組合，從長遠角度來看更能進一步加強我們
的分銷渠道。管理層認為，憑藉多品牌及多產品策略配合O2O分銷網絡，將令本公
司做好充分準備，迎接「二孩政策」所帶來的巨大機遇。

玩具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下半個財政年度並無為任何主要電影項目生產
玩具，玩具產品的出口額預期將下降。然而，本集團將面臨印尼的年度最低工資自
二零一七年一月起上調約百分之八點二。鑒於美國近期可能加息以及人民幣及其
他競爭性亞洲貨幣貶值，印尼盧比有可能大幅波動以維持競爭力，此或會進一步
增加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人民幣及其他東盟貨幣貶值將使本集團的印尼廠房難以
保持競爭力以及作為我們現有原設備製造客戶的可用生產來源。

儘管原設備製造玩具製造業務競爭激烈，管理層相信，繼續投入擴大印尼廠房產
能及升級設施以滿足客戶的質量要求及經修訂社會責任標準以及當地政府的新勞
工及環境規例對本集團至關重要。

Kid Galaxy將繼續於即將在二零一七年初舉辦的玩具博覽會上展示新產品，但投
入到產品開發、工程設計、新產品模具的進一步資本投資及新產品的額外市場營
銷及推廣成本將繼續影響其對此分部的盈利貢獻。

集團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一億三千二百萬港元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一億二千六百萬港元）。本集團之總銀行借貸約為
六千五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千七百萬港元）。資產負債比率
（以總銀行借貸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約為百分之十二（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百分之七）。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總值約六億零四百
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五億一千三百萬港元）及流動負債總額約
二億八千四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一億六千三百萬港元）。本集團
之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百分之二百一十三（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百分之三百一十五）。本集團錄得股東資金由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五億六千一百萬港元減少至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資產淨值狀
況約五億二千八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本期間員工生產成本及折舊費用增加，
導致毛利及毛利率減少以及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約一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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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較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上一年度增加約百分之二十一以及庫存存
貨價值由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八千二百萬港元增加至於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約九千九百萬港元。該等存貨為主要由印尼廠房、中國辦事處及美國一獨
立管理貨倉所持有之成品及物料。

由於季節性因素及訂單延遲導致較正常交貨有所延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之應收貿易賬款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四千七百萬港元增加約百分之
五十二至約七千一百萬港元。

整體而言，本集團之業務仍處於強健狀態。財務狀況較過往報告之財政期間輕微
改善。在無未預見的特別情況及全球經濟下滑之情況下，董事認為，本集團具有足
夠財務資源應付其一般營運及擴展需要。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兩千四百四十七名僱員及合約工人，受
聘於香港總部、澳門辦事處、中國內地辦事處、印尼廠房及美國銷售辦事處。本集
團之僱員數目會因應生產需要而不時作出變動，且彼等根據行業慣例獲支付薪酬。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因二零一二年配售事項可根據特別授權認購附帶認股權證之新股份之權利已於二
零一六年六月十二日屆滿。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除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及第E.1.2條外，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

刁雲峰先生自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其後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一日李雄偉先生獲委任為董事會聯席主席後獲調任為董事會
聯席主席，並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辭任本公司董事會聯席主席及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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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及直至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一日，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均由刁先生兼任。
儘管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惟於本期間及直至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一日刁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董事會相信，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由同一
人兼任為本公司提供穩健及統一領導，讓本公司可有效營運。董事會認為，有關安
排不會損害董事會與管理層之權力及授權平衡。

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須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時任董事會主席由於其他業務安排而缺席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舉行的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準則。本公司已向其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本中期財務報表所
涵蓋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及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設有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
告程序，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
報表、本中期業績公告及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審核委員會成員已因前任成員欲將更多時間投入彼等之其他
事務而發生變動。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一日及十月二十七
日之公告。

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

董事負責本集團之整體內部監控（包括風險管理），並按本公司目標製訂適當政策。
於本期間內，董事透過審核委員會檢討本公司財務及非財務監控系統是否有效。
內部監控系統旨在管理而非消除未能達成業務目標的風險，對避免重大錯誤陳述
或損失亦僅可提供合理但非絕對的保證。監控措施由管理層檢討及透過內部核數
程序進行監督。審核委員會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之成效，並接收內部及外聘核數
師之匯報，包括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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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本集團並無內部審核部門。董事已檢討內部審核功能之需要，並認為以本集
團業務之規模、性質及複雜性而言，在需要時外聘獨立專業人士為本集團進行內
部審核工作，更具成本效益。儘管如此，董事將繼續最少每年檢討一次內部審核功
能之需要。

本公司之組織架構具備正式明確之責任劃分及授權，亦已建立有關策劃、資本開支、
財資交易、資訊及匯報系統，以及監控本公司業務及表現的各項程序。

登載業績公告

本業績公告已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最新上市公
司公告」一欄及本公司網站 (www.haier-healthwise.com.hk)「投資者資訊」一欄內登
載。

承董事會命
海爾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雄偉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雄偉先生（主席）、胡野碧先生（副主席）、
張國偉先生、梁麟先生，M.H.及方芳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刁雲峰先生；以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德銓先生、黎學廉先生及連偉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