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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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HEALTHWISE HOLDINGS LIMITED
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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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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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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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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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324,538 185,695

銷售成本 (248,464) (153,728)

毛利 76,074 31,96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2 (6,001) 10,178

銷售及分銷支出 (48,795) (28,993)

一般及行政費用 (67,075) (44,021)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0 (1,444)

融資成本 3 (1,523) (1,708)

除所得稅前虧損 4 (47,310) (34,021)

所得稅 5 – –

期內虧損 (47,310) (3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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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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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 (5,377)

－可供出售投資之重估 (28,900) 4,698

－於可供出售投資減值後重新分類調整 15,780 –

期內扣除稅項後其他全面收益 (14,392) (67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1,702) (34,700)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0,500) (24,159)

非控股權益 (6,810) (9,862)

(47,310) (34,021)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4,892) (25,198)

非控股權益 (6,810) (9,502)

(61,702) (34,7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7 (0.60)港仙 (0.41)港仙
－攤薄 7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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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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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20,340 124,676

商譽 9 3,114 2,500

無形資產 8,734 3,784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8,102

可供出售投資 11 186,180 174,380

遞延稅項資產 3,770 3,780

322,138 317,222

流動資產
存貨 114,884 49,2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195,230 112,44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2 47,686 –

應收有關連公司款項 20(b) 36,881 14,796

可收回稅項 537 252

已抵押銀行存款 – 3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6,884 38,105

492,102 215,172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13 8,446 –

500,548 21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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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 

應計費用 14 184,214 90,306

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 20(b) 133,984 66,770

借貸 15 81,742 63,788

應繳稅項 275 2,967

400,215 223,831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00,333 (8,65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22,471 308,563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4,965 4,559

遞延稅項負債 14,203 13,363

19,168 17,922

資產淨值 403,303 290,641

權益
股本 16 710,131 591,776

儲備 (262,827) (264,36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47,304 327,409

非控股權益 (44,001) (36,768)

總權益 403,303 29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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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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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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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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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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玩具、消費類電子產品、商用廚房產品及中藥保健品之開發、工程設計、製
造及銷售。期內已確認之收入及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324,538 185,69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利息收入 492 6,87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 8,105 –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15,780) –

其他 1,182 3,300

(6,001) 10,178

318,537 19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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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根據定期呈報予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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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及模具的製造與銷售

－ 消費類電子產品銷售

－ 商用廚房產品製造與銷售

－ 銷售中藥保健品

(a) 本集團根據訂單目的地按地區劃分之收入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中國及香港 167,469 65,102

美國及加拿大 104,822 62,955

歐洲（附註） 14,632 21,814

日本 12,824 13,496

韓國 1,585 7,524

澳洲 1,811 1,407

其他 21,395 13,397

324,538 18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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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玩具 159,390 125,639

消費類電子產品 129,847 55,542

商用廚房產品 2,953 4,514

中藥保健品 32,348 –

324,538 18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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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要客戶之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客戶貢獻本集團收入超過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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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本集團收入超過百分之十三。除該名客戶外，概無來自其他客戶之收入佔本集團收
入超過百分之十。

3.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利息 1,523 1,708

4.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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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286 153,72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901 7,583

5.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作出任何香港利得稅撥備，此乃由
於本集團過往年度結轉之稅項虧損與該兩個期間之應課稅溢利抵銷。本公司無需繳納其他
國家的稅項。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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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虧損 (0.60) (0.41)

每股攤薄虧損（附註）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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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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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0) (24,159)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6,717,119,643 5,917,757,997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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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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124,676
透過業務收購取得 1,709
添置 3,141
折舊費用 (8,901)
匯兌差額 (285)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20,340

9. 商譽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四月一日 2,500
透過業務收購取得 61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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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06,499 22,66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8,731 14,783
就收購事項之已付可退還按金 – 75,000

195,230 11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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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九十日 101,393 19,345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2,160 532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1,841 2,770
三百六十五日以上 1,105 18

106,499 2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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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包括向一名個人提供之貸款三千五百萬港元，按年利率百
分之八計息，為無抵押及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到期。該貸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1. 可供出售投資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證券－按公平值
－於香港上市 186,180 174,380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可供出售投資之累計減值虧損為三千三百三十七萬五千港元（二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一千七百五十九萬五千港元）。

1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包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持作買賣之上市股本證券（附註） 47,686 –

附註：  公平值乃基於相同資產於活躍市場相關證券之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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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本集團已訂立協議以按人民幣七百三十五萬元向一名獨立第
三方出售其於青島日日順樂家水設備有限公司（「日日順水設備」）之百分之四十九股權。截
至本公告日期，該項交易尚未完成。

14.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96,440 42,72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7,774 47,583

184,214 90,306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九十日 50,903 24,834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4,562 2,214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10,889 1,616
三百六十五日以上 30,086 14,059

96,440 42,723

15. 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

信託收據貸款 15,387 18,929
銀行貸款 60,572 39,110
銀行透支 5,783 5,749

81,742 6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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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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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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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四月一日 – – 5,917,758 591,776

發行新股份（附註） – – 1,183,550 118,355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 – 7,101,308 710,131

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合共三億六千三百六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股新普通股已按每股
股份零點一六五港元之認購價獲配發及發行。該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六千萬港元。
該等新股份於各方面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二日，合共八億一千九百九十一萬四千股新普通股已按每股股份零
點一四港元之配售價獲配發及發行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該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一億一千萬港元。該等新股份於各方面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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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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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一年 17,611 3,616

超過一年但少於五年 7,522 1,544

25,133 5,16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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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股份）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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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可行使之購股權 0.87 –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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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無）。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一千一百二十六萬五千六百份購股權已失效（二零一六年：無）及概無購股權（二零一六年：
無）獲行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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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彼等於報告期末之結餘如下：

(a)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交易類型 千港元 千港元

與本集團主要股東有關連之公司 購買（附註） 47,750 32,943

租金開支 500 500

研發成本 2,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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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連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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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期內業務收購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Ace Season 
Holdings Limited（「Ace Season」）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及於完成後Ace Season結欠賣方的出售
貸款，代價為八千五百萬港元（「收購事項」）。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完成。
Ace Season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向批發商及零售商銷售中藥及其他醫藥產品、保健品、人
參及乾製海產品。收購事項已按業務收購入賬。

下表概述本期間就已完成業務收購支付的代價，以及於收購日期確認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
負債的公平值︰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09
無形資產 5,094
存貨 52,185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020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4
應收有關連公司的款項 37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50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5,112)
遞延稅項負債 (840)
應付控股公司款項 (92,724)

(8,761)

非控股權益 423
轉讓應付控股公司款項 92,724

84,386

收購產生之商譽 614

以現金方式支付總代價 85,000

現金流量
現金付款 85,000
所收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502)

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65,498

於本中期財務報表日期，本集團尚未就自Ace Season收購的有形及無形資產落實公平值評估。
上述所收購淨資產之相關公平值按臨時基準入賬。

22.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之重大事項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本集團（作為貸款方）與一名客戶（作為借款方）訂立貸款協議，
以將該客戶本金額為三千五百萬港元之貸款撥備延期一年。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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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
無）。

業績、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之收入較截至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應期間」）之約一億八千六百萬港元增加約百分之
七十五至約三億二千五百萬港元。本期間之毛利率約為百分之二十三，而相應期
間則約為百分之十七。整體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四千一百萬港元，而
相應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則約為二千四百萬港元。

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本集團較相應期間之收入錄得收入增加約百分之七十五。

於本期間，玩具業務貢獻收入約一億五千九百萬港元，而相應期間則約為
一億二千六百萬港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本期間來自本集團自有品牌製造業務
的訂單增加。消費類電子產品貢獻收入約一億三千萬港元，而相應期間則約為
五千六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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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廚房產品貢獻收入約三百萬港元，而相應期間則約為五百萬港元。
於本期間，新收購的中藥保健品業務亦貢獻收入約三千二百萬港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虧損較相應期間之約三千四百萬港元增加至約四千七百萬
港元。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本期間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增加約一千六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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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專注於增強研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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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中藥保健品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
購Ace Season Holdings Limited（「Ace Season」）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及於完成後Ace 

Season結欠賣方的出售貸款，代價為八千五百萬港元（「收購事項」）。收購事項已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完成。Ace Season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向批發商及零
售商銷售中藥及其他醫藥產品、保健品、人參及乾製海產品。Ace Season之附屬公
司之一－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自一九七七年開始即從事參茸及乾製海產品之
貿易及零售業務，且「南北行」品牌名稱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南方已廣受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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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已分佔收入約
三千二百萬港元及分部溢利約一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有十二間
南北行零售店。

玩具

北美市場的走強和持續復甦對我們自有品牌製造（「自有品牌製造」）業務的銷售
產生積極影響。由於美國市況大幅改善及我們新系列無線電遙控車（「無線電遙
控車」）的良好市場反饋，Kid Galaxy的整體銷售錄得季節性大幅增加約百分之
七十五。然而，Kid Galaxy未能將此銷售勢頭延續至歐洲及亞洲等其他市場。鑒於
針對美國的自有品牌製造玩具的銷量及旺季發貨錄得增長，應收賬款自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一千九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的八千二百萬港元。

銷售成本增加乃部份由於向本集團有關連廠房作出的採購增加，詳情載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的重訂現有持續關連交易公告。來自有關連廠房的
採購增加導致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部分增加，由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五千二百萬港元增加至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的九千七百萬港元。

印尼廠房繼續為本集團整體銷售作出貢獻。然而，由於銷售輕微下降約百分之六，
加之勞工及員工成本逐年增加及近年來固定資產投資的折舊帶來的壓力，導致原
設備製造（「原設備製造」）玩具製造分部整體毛利率下降，使本集團原設備製造業
務分部的競爭力面臨挑戰。於回顧期間，由於若干生產問題，本集團的印尼廠房不
斷產生返工、複檢及質量改進成本，進一步影響了該分部的毛利貢獻。銷售減少乃
主要由於向歐洲其中一名客戶交付的幼兒及學前玩具減少。

北美市場整體仍然是本集團主要的玩具出口市場，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佔我們銷售額約百分之三十二，而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同期則
為約百分之三十四。歐洲的交付量較少，佔銷售額的百分之五，而於截至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止上個中期期間則為約百分之十二。銷往日本的玩具銷量則由上個
回顧期間的約百分之七降至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中期期間的約百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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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上市股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
集團持有的香港上市股本及債務工具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年初 174,380 199,017
收購 80,281 298,511
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 (20,795) (17,269)
出售 – (269,510)
贖回 – (39,250)
匯兌差額 – 2,881

期╱年末 233,866 174,380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的香港上市股本詳情如下：

香港上市股本名稱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持有的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的公平值

公平值與本集團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綜合資產總值
之比較

截至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已確認
公平值變動
產生之減值

收益╱（虧損）

截至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已確認
公平值變動

產生之其他全面
收益之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投資
環球大通集團有限公司* 

(Global Mastermind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8063） 1,020,000,000 131,580 16% – (13,120)

環球大通投資有限公司* 

(Global Mastermind Capital Limited) 

（股份代號：905） 195,500,000 54,600 7% (15,780)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雲鋒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376） 4,126,000 28,634 3% 8,953 –

先豐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Frontier Services Group Limited) 

（股份代號：500） 4,000,000 6,000 1% 840 –

拉近網娛集團有限公司* 

(Lajin Entertainment Network Group Limited) 

（股份代號：8172） 23,580,000 9,315 1% (589) –

國茂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428） 25,248,000 3,737 1% (1,099) –

233,866 (7,675) (13,120)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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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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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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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六年起，商用廚房產品業務一直錄得虧損。管理層將審慎
控制財務風險並考慮多種策略以減少該業務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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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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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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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

Kid Galaxy將利用無線電遙控車系列產品近期取得的成就，於即將在二零一八年
初舉辦的玩具博覽會上展示更多的創新無線電遙控車新產品。本集團已於近期面
向主要客戶舉行的產品預展上取得積極正面的反饋。然而，持續產品開發、工程設
計、新產品模具仍需進一步資本投入，新產品亦需投入額外市場營銷及推廣成本。
該等開支將繼續影響其對自有品牌製造分部的盈利貢獻。

由於本集團為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獲得了生產多種女童玩具
產品的訂單，預計玩具產品需求將輕微改善。我們與一名美國主要玩具客戶的戰
略產品交付與十月初於北美及若干市場上映的動畫電影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剩餘期間預期仍將持續交付電影相關產品。

我們的一名日本主要客戶已向擁有其他新嬰童積木系列的印尼廠房增加訂單，並
將更多新積木生產任務由中國內地轉移至西冷市廠房。此外，由於與將於未來二
零一八至一九財政年度在南韓及幾個亞洲國家上映的新動畫電視劇相關的玩具訂
單預期將會增加，向韓國客戶作出的銷售預期將相應增加。

本集團預期需要面對印尼年度最低工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開始增加約百分之九的
情況。鑒於美國加息在即、人民幣升值及其他競爭亞洲貨幣出現波動，盧比很可能
波動以保持競爭力，這可能增加本集團外匯風險。其他亞洲貨幣波動以及競爭國
家（尤其是越南及印度）較小的最低工資增幅，均會使本集團的印尼廠房更難保持
作為當前原設備製造客戶的優勢生產商的競爭力。

儘管玩具原設備製造業務的競爭環境嚴峻，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必須繼續重組印尼
廠房的管理層並升級設施以滿足客戶的持續質量需求及經修訂標準，並須實現高
級管理層的本地化，從而在原設備製造分部保持競爭力。本集團預期將在維護及
維持工廠環境，以及為當地員工及工人提供持續培訓從而提升我們的產能及質量
方面花費額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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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保健品

由於保健意識逐步普及及香港人口老齡化，香港對保健品尤其是中藥、參茸及乾
製海產品之需求近年來穩步提高。此外，中國內地遊客亦推動香港零售市場發展。
由於中國遊客對於在中國稅負較高及╱或假貨氾濫之奢侈品及保健品（例如中藥、
參茸及乾製海產品等）之需求劇增，香港零售銷售額自二零零三年七月以來已大
幅增長。

對本集團而言，收購事項將是投資於保健行業並將業務多元化拓展至在香港之參
茸及乾製海產品零售業務以便擴大收入基礎之巨大機遇，鑒於保健業務之正面前景，
其預計將對本集團之未來表現帶來正面之影響。

放債

本集團已設立及開始經營新的業務分部，即放債業務（「新業務」），其目標包括
向香港客戶提供有抵押及無抵押貸款。Good Cheer Global Limited（「Good Cheer 

Global」，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根據放債人條例取得
放債人牌照，該牌照令其得以於香港透過向客戶提供有抵押及無抵押貸款經營放
債業務。董事會預期，新業務可多元化本集團收入來源，並將為本集團不時的可用
資金帶來額外財務回報。

業務組合管理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訂立協議以人民幣七百三十五萬元向獨立
第三方出售其於青島日日順樂家水設備有限公司（「日日順水設備」）的百分之
四十九股權。

本集團目前的業務策略旨在充分利用其資源，改善其整體表現及促進投資組合多
元化發展，該等策略已獲持續評估。本公司一直積極尋求多元化本集團收入來源，
以透過投資及╱或收購擁有廣闊前景的業務或項目為股東創造價值，尤其於保健
品方面，這從本公司去年更改公司名稱中可以明確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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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九千七百萬港元（二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千八百萬港元）。本集團之總銀行借貸約為八千二百
萬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六千四百萬港元）。資產負債比率（以總銀
行借貸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約為百分之二十（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百分之
二十二）。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總值約五億零一百萬港
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二億一千五百萬港元）及流動負債總額約四億港元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二億二千四百萬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以流動資
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百
分之九十六）。本集團錄得股東資金由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二億九千一百
萬港元增加至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資產淨值狀況約四億零三百萬港元。該增
加主要由於期內進行之股份認購及股份配售。

存貨較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上一年度增加約百分之一百三十五以及庫
存存貨價值由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四千九百萬港元增加至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約一億一千五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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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等存貨亦包括由期內新收購
的中藥保健品業務所持有之存貨五千九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應收貿易賬款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二千三百萬港元增加約百分之三百六十一至約一億零六百萬港元，此乃部分由於
期內自有品牌製造業務之季節性波動及自有品牌製造產品處於交貨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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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風險

本集團承受的貨幣風險來自於以相關實體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應收貿易賬
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銀行結餘、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銀行借貸。本集
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將監控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
重大外幣風險。

重大投資及收購事項

除本公告所述者外，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僱員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三千零三十九名僱員及合約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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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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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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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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所
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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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
報表、本中期報告及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刊登於本公司網址 (www.helthwisehk.com)及聯交所網址
(www.hkexnews.hk)。按上市規則要求載列所需資料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會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適當時候於上述網址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中國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雄偉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雄偉先生（主席）、梁奕曦先生（副主席）、謝自強先
生、李燦華先生及勞明韵女士；非執行董事為刁雲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黃德銓先生、黎學廉先生及連偉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