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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架構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00%) （玩具及電子產品製造）

(100%) （玩具及電子產品貿易）

(100%) （玩具貿易）

(100%) （投資控股）

(100%) （投資控股）

(100%)
（投資控股） (100%)

（消費類電子產品）

(100%)
（消費類電子產品）

(100%) （投資控股）

(100%) （投資控股）

(100%) （投資控股）

(100%) 
（投資控股）

(100%) 
（投資控股）

(100%) 
（投資控股）

(100%) 
（投資控股）

(100%) 
（研發、營銷及分銷嬰兒產品）

(100%) （玩具貿易）

(100%) （玩具貿易）

Kid Galaxy Inc.
（美國） （「KGI」）

四川易方
廚房設備
有限公司
（中國）

（「四川易方」）

青島海爾瑞迪廚
具工程有限公司

（中國）

（「海爾瑞迪」）

青島瑞迪
燃氣具製造
有限公司
（中國）

（「青島瑞迪」）

Notton
Limited

（英屬維爾京群島）
（「NL」）

Ultra Classic 
Investments 

Limited
（英屬維爾京群島）
（「Ultra Classic」）

Future Empire
Limited

（英屬維爾京群島）
（「FEL」）

(100%)
（研發、製造及

銷售商用及家用燃氣爐具）

(51%)
（消費類電子產品）

(100%)
（研發、生產、銷售及

安裝商用廚房相關設備及配件）

(49%)
（研發、生產、批發及
零售淨水設備及配件）

(59.976%)
（研發、生產、銷售及

安裝商用廚房相關設備及配件）

Future
Empire
Limited
（香港）
（「FEHK」）

(100%)
（投資控股）

(100%)
（投資控股）

Keytime Global 
Limited

（英屬維爾京群島）
（「Keytime」）

海爾智能健康
有限公司
（香港）

（「海爾智健」）

青島綠洲
創智科技信息
有限公司
（中國）

（「綠洲創智科技」）

上海綠洲
智健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中國）

（「上海綠洲」）

深圳貝立安
母嬰用品
有限公司
（中國）

（「深圳貝立安」）

深圳綠洲
兒童用品
有限公司
（中國）

（「深圳綠洲」）

青島
日日順樂家水
設備有限公司
（中國）

（「日日順水設備」）

(100%)
（批發及零售淨水
設備及配件）

青島海富勝環境
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青島海富勝」）

Kid Galaxy
Corporation
（英屬維爾京群島）

（「KGC」）

Kid Galaxy
Limited

（香港） （「KGL」）

龍昌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龍昌科技」）

Lung Cheong
Overseas

Corporation
（英屬維爾京群島）

（「龍昌海外」）

P.T.
Lung Cheong

Brothers
Industrial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印尼龍昌」）

Lung Cheong Asia
Holdings Limited
（英屬維爾京群島）
（「龍昌亞洲」）

LC Global
Holdings

Corporation
（英屬維爾京群島）
（「龍昌環球」）

Haier Healthwise
Holdings Limited
海爾智能健康控股
有限公司
（開曼群島）
（「本公司」）

Kid Galaxy Global 
Limited

（英屬維爾京群島）

（「KGG」）

創時科技
有限公司
( 香港 )

（「創時 」）

Good Cheer 
Global Limited

( 香港 )

（「Good Cheer」）

青島綠洲
智健科技
有限公司

（「綠洲智健科技」）

(100%) 
投資中國消費類電子及

兒童護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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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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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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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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87,075 226,624

銷售成本 (146,621) (154,788)

毛利 40,454 71,83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 11,628 12,097

銷售及分銷支出 (30,491) (35,081)

一般及行政費用 (45,562) (46,00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3,895 –

融資成本 3 (1,183) (761)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4 (21,259) 2,082

所得稅抵免╱（開支） 5 665 (622)

期內（虧損）╱溢利 (20,594) 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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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 (199)

－可供出售投資之重估 5,454 10,470

6,601 10,27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993) 1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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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4,297) 3,693

非控股權益 (6,297) (2,233)

(20,594) 1,460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696) 13,964

非控股權益 (6,297) (2,233)

(13,993) 11,7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7 (0.25)仙 0.07仙

－攤薄 7 不適用 0.06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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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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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16,862 100,912

商譽 9 102,305 102,357

無形資產 10,244 10,41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22,510 18,904

遞延稅項資產 5,628 5,575

257,549 238,167

流動資產
存貨 85,133 75,25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143,475 95,195

可供出售投資 11 207,134 201,680

應收有關連公司款項 18(b) 12,154 231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8(b) 17,875 21,135

可收回稅項 1,910 1,5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8,047 106,992

595,728 502,02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55,999 28,79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2,180 23,310

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 18(b) 55,515 5,004

借貸 13 19,678 24,094

應繳稅項 2,349 4,661

165,721 85,867

流動資產淨值 430,007 416,1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87,556 65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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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2,222 2,451

借貸 13 21,779 15,057

遞延稅項負債 13,443 13,577

37,444 31,085

資產淨值 650,112 623,237

權益
股本 14 591,626 564,776

儲備 73,449 67,1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65,075 631,903

非控股權益 (14,963) (8,666)

總權益 650,112 62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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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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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731) 6,256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24,353) 10,448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42,581 5,6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6,497 22,336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6,992 116,139

匯率變動之影響 4,558 1,300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8,047 139,775

現金及銀行結存 128,047 13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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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將予發行
之股份

認股權證
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土地及樓宇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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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564,776 259,932 41,000 2,969 6,164 (31,460) (12,876) 49,993 (248,595) 631,903 (8,666) 623,237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1,147 – – – 1,147 – 1,147

可供出售投資之重估 – – – – – – 5,454 – – 5,454 – 5,454

期內虧損 – – – – – – – – (14,297) (14,297) (6,297) (20,59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147 5,454 – (14,297) (7,696) (6,297) (13,993)

行使認股權證 26,850 15,997 – (2,572) - – – – – 40,275 – 40,275

確認按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 – – – 593 – – - – 593 – 593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591,626 275,929 41,000 397 6,757 (30,313) (7,422) 49,993 (262,892) 665,075 (14,963) 650,112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將予發行

之股份

認股權證

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土地及樓宇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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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555,776 254,569 82,000 3,830 – (31,414) (16,539) 28,891 (306,632) 570,481 (2,591) 567,890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199) – – – (199) – (199)

可供出售投資之重估 – – – – – – 10,470 – – 10,470 – 10,470

期內溢利 – – – – – – – – 3,693 3,693 (2,233) 1,46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99) 10,470 – 3,693 13,964 (2,233) 11,731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 – 4,348 4,348

確認按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 – – – 3,521 – – – – 3,521 – 3,521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555,776 254,569 82,000 3,830 3,521 (31,613) (6,069) 28,891 (302,939) 587,966 (476) 587,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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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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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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業務相關及於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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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 187,075 226,62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利息收入 9,031 10,141
其他 2,597 1,956

11,628 12,097

198,703 23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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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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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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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北美 84,404 46,496
歐洲（附註） 39,010 48,592
中國╱香港 36,025 110,232
日本 14,692 2,863
韓國 6,369 13,451
澳洲 536 1,416
其他 6,039 3,574

187,075 22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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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玩具 155,553 116,392
消費類電子產品 22,309 91,970
商用廚房產品 9,213 18,262

187,075 226,624

(c) 主要客戶之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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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一名外部客戶之收入約達二千九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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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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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1,183 761

4.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出售存貨成本 146,621 154,78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073 3,126

5. 所得稅（抵免）╱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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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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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期內撥備 84 622
海外利得稅－本期間 (749) –

(665) 622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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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盈利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0.25) 0.07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附註） 不適用 0.06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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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溢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14,297) 3,693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5,772,682,041 5,557,757,997

攤薄影響
－認股權證 33,855,877 339,598,862
－購股權（附註） – –

33,855,877 339,598,862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5,806,537,918 5,897,356,859

附註：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平均股價，因此於二零
一五年，購股權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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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100,912
添置 24,353
出售 (208)
折舊費用 (5,073)
匯兌差額 (3,122)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116,862

9. 商譽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四月一日 102,357
匯兌差額 (52)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10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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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00,008 66,10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3,467 29,093

143,475 9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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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九十日 70,993 38,859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2,774 19,207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24,957 8,000
三百六十五日以上 1,284 36

100,008 6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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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貿易條款包括以信用狀、付運前以按金進

行及賒賬期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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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債務證券

－於香港上市 102,260 94,023
－於香港境外上市 104,874 107,657

207,134 201,680

12.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九十日 35,239 22,768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13,112 5,766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7,006 26
三百六十五日以上 642 238

55,999 2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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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

信託收據貸款 5,469 15,508
銀行貸款 14,209 8,586

19,678 24,094

非流動

銀行貸款 21,779 15,057

41,457 39,151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流動及非流動信託收據貸款及銀行貸款總額之還款安排

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要求及一年內 19,678 24,094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9,387 –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11,556 15,057
五年後 836 –

41,457 39,151

該等借貸由本集團位於印尼的土地及樓宇的法定押記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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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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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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四月一日 – – 5,647,758 564,776
行使認股權證 – – 268,500 26,850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 – 5,916,258 591,626

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16.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承諾就辦公室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於未來須支付之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298 1,683
一年後但五年內 3,879 261

6,177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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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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可由董事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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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股

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一項普通決議案予以批准，計劃下可供發行之最多股份數目為三億四千五百七十七萬

五千七百九十九股，相當於於上述股東特別大會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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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日期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股份收市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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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iii)股份之面值（以最高者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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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向附屬公司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以及顧問授出一億份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

股份零點八七港元。

本公司由附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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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港元 千股 千股

期末已發行之股份 0.87 100,000 100,000

期末可行使之股份 0.87 11,266 –

於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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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行使價 未行使股份

歸屬期 港元 千股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0.87 40,000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0.87 60,000

100,000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確認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五十九萬

三千港元（二零一四年：三百五十二萬一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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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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交易類型 千港元 千港元

由董事近親控制之公司 購買 41,882 27,122

與本公司主要股東有關連之公司 銷售 2,078 40,446

購買 – 2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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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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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業績、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績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營業額較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相應期間」）約二億二千七百萬港元減少約百分之十七至約一億八千七百萬港元。本期間之

毛利率約為百分之二十二，而相應期間則約為百分之三十二。整體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

一千四百萬港元，而相應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約為四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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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約百分之十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導致部份潛在及持續進行的商用廚房設備、採購及建設（「EPC」）項目延

誤，因此，商用廚房產品分部的營業額較相應期間減少約百分之五十。

此外，本集團已策略性地將重心從大型嬰童產品轉移至小型嬰童產品。小型嬰童產品的平均售價（「平

均售價」）遠低於大型嬰童產品，導致營業額大幅減少。就淨水產品分部而言，為提高淨水產品分部的

成本效益，於本期間，淨水產品僅由我們的聯營公司進行銷售，但此特定聯營公司為本集團帶來約四百

萬港元溢利。消費類電子產品分部之營業額減少約百分之七十六，其中約百分之三十一與兒童產品有

關而約百分之四十五則與淨水產品有關。

玩具分部錄得營業額增加約百分之三十四，此乃由於來自我們主要美國客戶取得的訂單（有關生產與

一部即將上映的電影大作相關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玩具）增加及來自日本客戶的訂單增加。

於相應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四百萬港元，而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一千四百

萬港元，此乃主要由於營業額及毛利率減少，縮小的規模，不變的固定支出令經營槓桿作用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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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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商用廚房產品分部為本集團貢獻營業額約九百萬港元，毛利率為百分之二十七。

消費類電子產品

(i) 兒童產品

中國的兒童產品及服務市場規模龐大，增長迅速。近期放寬一胎化政策提供更多推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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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集團進軍兒童市場以來，管理層持續著力於增強研究發展、擴充產品線、發展及整合分銷渠

道。本集團之主要產品為海爾及Brillan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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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童洗衣機、嬰童空調等）。於本期間，由於小型嬰童產品的長期發展前景較

好，因此，我們策略性地將重心從大型嬰童產品轉移至小型嬰童產品。此乃導致該分部的銷售減

少之主要原因。

於本期間，我們與Nuby（NübyTM為全球領先嬰幼兒餵養品牌之一）簽署協議，我們將擔任其在中

國的主要分銷商，銷售奶嘴及配件、牙膠、奶瓶、頭髮及身體護理（嬰兒洗髮水、沐浴露、潤膚露

等）等產品。我們預期將於二零一五年底正式推出該等產品。管理層認為，Nuby品牌產品的銷售

將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我們預期將引進更多Nuby產品，此合作夥伴關係亦將進一步深化。

另一方面，於本期間，我們進一步整頓分銷網絡。管理層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參加了上海國際孕嬰

童展（「CBME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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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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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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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

渠道及中國大部份主要城市的母嬰店均有銷售。

管理層進一步優化了我們的自家母嬰互動平台：海爾優知媽咪滙(http://baby.haier.com)，其已積

累大量註冊用戶及每日活躍訪客。在我們的不懈努力下，我們預期此平台於可見未來將取得巨

大增長，我們於未來幾年將加大利用這一寶貴資源，並將其轉化為實際價值。

於本期間，兒童產品分部為本集團貢獻營業額約二千二百萬港元，毛利率為百分之二十五。

(ii) 淨水產品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青島綠洲智健科技有限公司（「綠洲智健科技」）與海爾電器集團有

限公司（香港股份代號：1169）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青島日日順樂家貿易有限公司（「日日順」）

就於二零一四年七月成立青島日日順樂家水設備有限公司（「日日順水設備」）訂立合資協議。

日日順水設備主要於中國從事淨水設備及配件的研發、生產、批發及零售，淨水設備的安裝及

維修以及提供相關的售後服務。日日順水設備著重「健康及環保」，旨在成為一間傑出的全方位

淨水服務供應商。於日日順水設備成立後，日日順及綠洲智健科技分別擁有日日順水設備百分

之五十一及百分之四十九之股權。此外，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七日，綠洲智健科技及日日順訂立補

充協議，協定於成立日日順水設備後，綠洲智健科技及日日順將分別擁有日日順水設備百分之

五十一及百分之四十九之股權。然而，該補充協議並未成功執行，因此，綠洲智健科技於本期間

內仍擁有日日順水設備百分之四十九之股權。

於本期間，日日順水設備作為一間聯營公司為本集團貢獻約四百萬港元之利潤。

玩具

擴建後的印尼廠房為整體銷售增長作出貢獻。然而，由於勞工及員工成本增加、印尼貨幣貶值及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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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三千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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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增長主要是由於自我們主要美國客戶取得有關生產與一部即將上映的電影大作相關的一系列人

形玩具的訂單，該批玩具面向全球市場，其中主要的目標首發市場為北美、拉丁美洲及歐洲。我們的日

本客戶亦增加了一系列主要面向日本市場的嬰兒積木之訂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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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位於Serang的廠房於回顧期間仍較繁忙。然而，客戶日後無權生產同款洋娃

娃。

北美市場的緩慢持續復甦幫助我們自有品牌製造（「自有品牌製造」）業務的銷售。Kid Galaxy於美國的

銷售錄得增長，但由於經濟環境不利及貨幣疲弱，其於歐洲及亞洲等此前有所增長的市場未能維持銷

售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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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通函（「二零一三年配售通函」）。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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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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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一六年中期報告  |  海爾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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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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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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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約六千萬港元將用於可能收購新產品線。

約二百萬港元已用於為本公司之經營進行詳細的策略

評估。

約四千二百九十萬港元已用於成立一間主要從事消費

類電子產品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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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九百六十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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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童產品及淨水產品業務分部能夠

與本集團的現有業務相輔相成，進一步拓展本集團

收入基礎，及為本公司股東增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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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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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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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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二千二百萬港元已用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如本公司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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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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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暫時的現金管理方式，由於營運資金需求增加，管

理層已在市場上對債券投資組合進行減持。在我們原先存放於銀行的三億五千萬港元中，其中約二億

零七百萬港元以債券形式持有，剩餘一億四千三百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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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不會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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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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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一六年中期報告  |  海爾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24

計劃及展望

商用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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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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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於短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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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兒童產品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下旬，中國政府決定於全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管理層預期「全面二孩政

策」將促使兒童產品及服務市場於未來十年取得重大發展。

與Nuby建立策略性合作夥伴關係是本集團的一重大里程碑，標誌著本集團從單一品牌嬰童產品

生產商轉型為多品牌兒童產品及服務供應商。除Nuby外，管理層預期於不久的將來將與其他國

際兒童品牌建立類似合作關係。與此同時，我們計劃於短期內開設若干嬰童產品專營店，在向顧

客提供舒適的互動場所的同時，展示我們所有的產品。管理層預期，憑藉此多品牌策略配合O2O

分銷網絡，將令我們做好充分準備，迎接「全面二孩政策」所帶來的巨大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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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淨水產品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令城鎮化進程加速推進，並帶動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及消費迅速增長，確保

了中國淨水產品行業穩步健康發展。隨著城鎮化率、可支配收入及個人消費持續上升，越來越多

城鎮居民願意購買非必需消費品（包括淨水器等家用電器），以提高生活水平。越來越多城鎮居

民亦意識到，安全飲水為身體健康帶來的實在好處。

中國淨水產品市場被認為是一個前景光明的市場，增長迅速但高度分散。由於多種因素導致的

水污染，中國的消費者日益關注水質問題。對清潔水源的需求日益強勁且增長迅速。根據中怡康

市場報告，已發展國家的淨水產品市場滲透率超過百分之八十，而中國的淨水產品市場滲透率

僅為百分之四。市場規模預期到二零二零年將達到人民幣四千億元。

玩具

儘管預期廣受歡迎玩具產品的需求將持續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下半個財政年度，但本集

團將繼續面臨預計於二零一六年一月開始實施的年度最低工資上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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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確定因素，印尼盧比有可能進一步貶值以維持競爭力，此或會進一步增

加本集團的外匯虧損。

Kid Galaxy將繼續於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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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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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一億二千八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一億零七百萬港元）。本集團之總銀行借貸約為四千一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三千九百萬港元）。資產負債比率（以總借貸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為百分之六（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百分之六）。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總值約五億九千六百萬港元（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五億零二百萬港元）及流動負債總額約一億六千六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八千六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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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五十九（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百分之五百八十五）。本集團股本由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六億二千三百萬港元增至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資產淨值狀況約六億五千萬港元。該增加主要

由於可供出售投資之非現金估值收益以及應收貿易賬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存貨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上一年度增加約百分之十三以及庫存存貨價值由於二零一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七千五百萬港元增加至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約八千五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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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玩具分部營業額增加，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應收貿易賬款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約六千六百萬港元增加約百分之五十一至約一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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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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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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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及收購事項

除本報告所述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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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三千九百五十八名僱員及合約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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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會根據行業慣例獲支付薪酬。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三百三十六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股東名稱
每股面值十港仙
之普通股數目 身份

所佔權益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海爾電器第二控股(BVI)有限公司 1,510,000,000 (L) 實益擁有人 25.52%

青島海爾集體資產管理協會 1,510,000,000 (L)
（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25.52%

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1,510,000,000 (L)
（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25.52%

Lung Cheong Investment Limited 775,332,240 (L) 實益擁有人 13.11%

Rare Diamond Limited 775,332,240 (L) 
（附註3）

受控法團權益 13.11%

附註：

1. 「L」指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實體權益。

2. 該等股份以海爾電器第二控股(BVI)有限公司之名義登記，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全資
擁有，而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之百分之六十三點四二權益由青島海爾集體資產管理協會實益擁有。

3. 該等股份以Lung Cheong Investment Limited之名義登記，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Rare Diamond Limited全資擁有。
Rare Diamond Limited之百分之七十權益由本公司執行董事梁麟先生，M.H.實益擁有，而百分之三十權益則由梁
鍾銘先生（梁麟先生，M.H.之胞弟）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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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或公司於本公司或其相聯

法團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三百三十六條須予存置的

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實行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由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起至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為期

十年，旨在為就本集團業務成就有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提供獎勵及獎賞。有關該計劃之進一步詳情載

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7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之通函內。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向附屬公司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以及顧問授出一億份購股權，行使

價為每股股份零點八七港元。

下表列示本期間內於該計劃下已授出及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變動詳情：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類別

於二零一五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失效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行使價

緊接
授出日期前之

收市價

緊接
行使前之
加權平均
收市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港元 港元 港元

附屬公司之高級 
管理層（附註1）

25,000,000 – – – 25,000,000 0.87 0.86 – 二零一四年 
五月十三日

二零一四年 
五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五月十二日

附屬公司之僱員 
（附註1）

24,000,000 – – – 24,000,000 0.87 0.86 – 二零一四年 
五月十三日

二零一四年 
五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五月十二日

顧問（附註1） 51,000,000 – – – 51,000,000 0.87 0.86 – 二零一四年 
五月十三日

二零一四年 
五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五月十二日

總計 100,000,000 – – – 100,000,000

附註：

1. 該等購股權分別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三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按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六十之比例分兩批歸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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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中之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除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之通函所載之Lung Cheong (BVI) Holdings 

Limited外，董事並無得悉各董事、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

構成競爭之業務或權益，亦不知悉任何該等人士與本集團存在或可能存在之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除上述者外，於本期間終結時或於本期間任何時間，概無本公司、其任何控股公司或附屬公司曾為訂

約方，或控股股東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為訂約方簽訂任何涉及本公司之業務而董事在其中擁有重大權益

（無論直接或間接）之重要合約。

董事之股本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三百五十二條須存置之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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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身份
證券之 

數目及類別

佔同一類別證券中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梁麟 本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775,332,240股

普通股(L)

（附註2）

13.11%

Lung Cheong Investment 

Limited

受控法團權益 1,000股普通股(L) 100%

Rare Diamond Limited 實益權益 70股普通股(L) 70%

方芳 本公司 實益權益 12,000,000股

普通股(L)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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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指董事於有關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2. 該等股份由Rare Diamond Limited全資擁有之公司Lung Cheong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Rare Diamond Limited
之百分之七十權益由本公司執行董事梁麟先生，M.H.實益擁有，而百分之三十權益則由梁鍾銘先生（梁麟先生，
M.H.之胞弟）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或視作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三百五十二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的權益或淡倉。

除該計劃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概無作為訂約方訂立任何安排致

使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可藉收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之股份或債券而從中獲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會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

證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已因二零一二年配售之認股權證所附認購權獲行使而發

行四億五千八百五十萬股股份。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守則條文，惟偏

離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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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梁麟先生，M.H.之職

務。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自此由刁先生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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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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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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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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

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修訂，以反映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有關內部監控

及風險管理之最新修訂，有關修訂將適用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

代表董事會

海爾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刁雲峰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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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執行董事

刁雲峰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梁麟先生，M.H.
方芳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添鏐先生
賴恩雄先生
高秉華博士

審核委員會

賴恩雄先生（主席）
葉添鏐先生
高秉華博士

提名委員會

刁雲峰先生（主席）
葉添鏐先生
賴恩雄先生
高秉華博士
方芳女士

薪酬委員會

葉添鏐先生（主席）
賴恩雄先生
梁麟先生，M.H.
高秉華博士
方芳女士

公司秘書

麥宜全先生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
干諾道中一百一十一號
永安中心二十五樓

有關開曼群島法律之法律顧問

Maples and Calder Asia
香港
皇后大道中九十九號
中環中心五十三樓

有關香港法律之法律顧問

崔曾律師事務所
香港
灣仔
菲林明道八號
大同大廈
二十二樓二二零一至二二零三室

註冊辦事處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新界

粉嶺

樂業路一號

龍昌大廈

電話：(852) 2677 6757

傳真：(852) 2677 6857

網址：www.haier-healthwise.com.hk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Maples Fund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P.O. Box 1093

Boundary Hall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KY1-1102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

合和中心二十二樓

上市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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