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拓創新
追求卓越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29

中 期 報 告



2 公司資料

3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9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13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14 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16 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17 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18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盟科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目 錄



公司資料

2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董事名稱
張偉翔先生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付明平先生

 （執行董事）

鄭大鈞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奕驄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易庭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註冊辦事處
P.O. Box 10008,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1001

Cayman Islands

總部及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湖北省

宜昌高新區

汕頭路15號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銅鑼灣

渣甸坊28號

京華中心第二座

17樓A室

公司網站
www.mengkeholdings.com

（註：此網站所載資料並不構成本中期報告的一部分）

公司秘書
劉嘉銘先生

授權代表
張偉翔先生

劉嘉銘先生

審核委員會
陳奕驄先生（主席）

鄭大鈞先生

易庭暉先生

薪酬委員會
易庭暉先生（主席）

鄭大鈞先生

付明平先生

提名委員會
鄭大鈞先生（主席）

陳奕驄先生

付明平先生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Tricor Services (Cayman Islands) Limited

P.O. Box 10008,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1001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主要往來銀行
招商銀行宜昌分行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東山支行

香港法律顧問
柯伍陳律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

康樂廣場8號
交易廣場第三座

19樓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太子大廈22樓

股份代號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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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為卷煙包裝製造商製造及銷售卷煙包裝物料，擁有

逾10年的經營歷史，兩條主要產品線為轉移紙及複合紙。

業務回顧

銷售及營銷

期內，中國煙草行業逐漸從谷底反彈，本集團的銷售收入回升約6.1%，主要由於 (i)綜合穩定現有市場，同時加大市場推

廣力度、(ii)新市場逐漸成熟，帶來銷售增長、(iii)中國煙草行業在二零一八上半年總體表現平穩向好。

回顧期內，本集團持續在中國雲南省、廣東省及四川省開拓新市場，新客戶有雲南昆明偉健科創印務有限公司、廣東新

宏澤包裝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武漢思臻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共聘用13名銷售員工，為本集團制定

營銷戰略、訂定營銷規劃、管理銷售業務、組織貨物運輸及建立客戶服務模式，藉此刺激銷量。

生產產能

本集團的生產經營均於我們在中國湖北省宜昌經營及擁有的一處生產基地進行。該生產基地的總建築面積約為10,800平

方米。

下表載列期內宜昌生產基地的產能及使用率，以及與二零一七年同期的資料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產能（千米）（附註1） 102,400 110,338

實際產量（千米） 48,794 45,660

使用率（附註2） 47.7% 41.4%

附註：

(1) 假設複合機的每日運轉時數為18小時，複合機每年運轉280天（經計及員工假期、公共假期及季節性因素）。產能乃基於複合機最高運轉速度的70%

計算，以達到質量提升目的。

(2) 利用率按相關期間的實際產量除以產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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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利用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

的部分所得款項淨額升級現有生產設施及擴大產能。有關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之詳情將於下文「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一段內列示。

質量控制

回顧期內，本集團取得及通過第三方審核的 ISO14001:2015環境管理體系及GB/T28001–2011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的認

證。

財務回顧

收益

回顧期內，收益約為人民幣102.2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6.3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

增加約6.1%。收益上升由於加大市場拓展力度，現有客戶及新客戶訂單有所增加。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卷煙包裝產品 — 轉移紙 89,611 91,203 (1.7%)

卷煙包裝產品 — 複合紙 12,573 5,102 146.4%

加工服務收入 5 – 不適用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2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人民幣16.7百萬元。本集團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6.8%下降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16.4%。毛利及毛利率下降乃由於 (i)部分原材料價格上漲；(ii)期內產品組合銷量發生變化。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 — 淨額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收入包括租金收入及政府補助收入。其他開支及其他虧損包括租金成

本及匯兌虧損。期內，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3百萬元下降至約人民

幣313,000元，主要由於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獲得一次性政府補助約人民幣3.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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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開支

回顧期內，分銷開支主要包括 (i)運輸開支、(ii)員工成本、(iii)招待開支、(iv)差旅開支、及 (v)其他成本。本集團之分銷開

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0百萬元下降約19.3%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

民幣5.6百萬，主要由於運輸開支及招待開支下降。

行政開支

期內，行政開支包括 (i)員工成本、(ii)研發開支、(iii)折舊及攤銷、(iv)招待開支、(v)其他稅項及附加、及 (vi)其他開支。行

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3百萬元減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0.1百萬元。行政開支減少主要由於其他稅項及維護費用下降。

財務開支淨額

期內，財務開支淨額指我們財務收入及財務開支的淨額。財務收入主要包括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及匯兌收益。財務開支包

括銀行借款利息開支。財務開支淨額減少主要由於銀行借款減少從而令借款利息開支減少。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52,000元減少約66.7%至期內約人民幣184,000元。

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所得稅前溢利減少和不可用作稅務抵扣的開支。

本公司權益持擁有人應佔溢利

期內，本公司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1.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4百萬元）。

回顧期內本公司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主要由於其他收入下降。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流動資產淨值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錄得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70.6百萬元，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

人民幣67.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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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及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借貸總額為人民幣15.0百萬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2.0百萬元）。本集

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由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19.5%減少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約12.7%。負債比率下跌主要由於在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總權益增加及借款減少所致。資產負債比率的計算方法為債務總額（由借款及應付關聯方款項組成）

除以所示日期的權益總額，再乘以100%。

資本開支

期內，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總額約人民幣3.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1百萬元），主要用

於設備購置。

庫務政策

本集團以審慎態度處理庫務及資金政策，重視與本集團基本業務直接相關之風險管理及交易。

資本架構

本公司資本架構於期內並無變動。本集團的資本架構自上市日期以來並無變動。本集團的資本架構由銀行貸款（扣除銀行

結餘及現金）和本集團股東應佔權益（包括已發行股本及儲備）而成。本集團已發行股本包括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僅屬一個組別的普通股。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權益約人民幣118.0百萬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16.7百萬元）。

資產抵押

本集團的借款及應付票據由其預付經營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受限制現金及貿易應收款項作抵押。下表載列為取得

借款及應付票據而質押資產的賬面值：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付經營租賃 11,937 12,104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136 23,725

貿易應收款項 14,387 17,047

受限制現金 31,388 38,719   

總計 82,848 9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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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重大投資、主要收購及出售事項

期內，本集團並無涉及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重大投資、主要收購或出售事項（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本集團的功能貨幣人民幣進行，其主要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均以人民幣列值。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主

要關乎若干以港元列值的銀行結存及現金及其他應付款項。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使用衍

生金融工具對沖涉及外幣交易及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的其他金融資產及負債的波動（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相同）。

人力資源及薪酬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擁有150名僱員（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54名）。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產生員工總成本約人民幣7.5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4百萬元）。本集團員工成本

增加主要由於行政僱員數目減少及平均工資上升的淨影響。本集團的薪酬組合一般參考市場條款及個人表現而制訂。

中期股息

董事會提議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股份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實際所得款項淨額（扣除包銷佣金及相關開支）約為42.2百萬

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37.6百萬元）。部分所得款項已用於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招股章程（「招股

章程」）擬進行的車間配電增容工程、購買生產設備、改善空調系統及投入營運、市場開發及技術發展方面。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實際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達約人民幣14.0百萬元。截至本報告日期，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

23.6百萬元。由於用於購買及升級生產設備的維護，擴充及升級非生產地和技術開發的計劃有所推遲，所得款項用途也

較預期有所推遲。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將按招股章程內「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方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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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招股章程或本報告所披露之業務計劃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其他計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1.4百

萬元）。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預期中國經濟增長將持續穩中向好，而卷煙行業去庫存進展順利，行業持續復甦，有助卷煙包裝行業穩定發

展。本集團將繼續鞏固其於現有市場的市場地位，並致力開拓雲南省、廣東省及重慶市等新市場。為提升營銷效率，本

集團已於整個生產及銷售過程採取立體綜合營銷策略。

預期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計劃投入研發項目的金額約為人民幣8.0百萬元。回顧期內，我們採

用了煙盒內襯紙覆膜工藝的新技術，目前在國內尚未普及，具一定發展潛力，未來我們將繼續投入資本於研發項目，以

提高本集團競爭力。

本集團正積極準備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武漢虹之彩包裝印刷有限公司及武漢紅金龍印務股份有限公司的招標項目。另一方

面，新客戶的相關產品開發逐漸成熟，預期將陸續轉化為新訂單。

下半年一般為煙草行業的旺季，預料將進一步刺激市場需求，本集團將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加大市場開拓力度，以提升

市場份額。

本集團將充分利用上市所得款項淨額，投放於營運、市場及技術開發等不同方面，在穩固的基礎上加強自我裝備，以爭

取最大的價值回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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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作為公眾上市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深知良好的企業管治標準及內部程序對實現有效問責及提升股東價值相當重要。

本公司於期內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

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聯交所透過私人安排或透過全面要約方式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證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下列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 (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規定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

倉）；或 (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 (iii)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之權益

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好倉）

概約權益

百分比

張偉翔先生（「張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1） 281,252,000 56.25%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翔喜有限公司持有，其已發行股本的76%由張先生實益擁有。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張先生被視為或被當作於翔喜有限公司持

有的相同數目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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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 (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之該等規定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例所指之登記

冊之權益或淡倉；或 (iii)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概約權益百分比

張先生 翔喜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76 76%

付明平先生 翔喜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8 18%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視為擁有任何 (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規定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ii)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 (iii)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

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記入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權益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好倉）

概約權益

百分比

翔喜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81,252,000 56.25%

黃飛霞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1） 281,252,000 56.25%

弘禮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93,748,000 18.75%

邵國權先生（「邵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2） 93,748,000 18.75%

賴碧珠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3） 93,748,000 18.75%

Shareholder Value Fund 實益擁有人 45,704,000 9.14%

中民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投資經理 45,704,000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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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飛霞女士為張先生的配偶並被視為於張先生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等股份由弘禮有限公司持有，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邵先生實益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邵先生被視為或被當作於弘禮有限公司持有的

相同數目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賴碧珠女士為邵先生的配偶並被視為於邵先生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述所披露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

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

或淡倉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權益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以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有條件採納。該計劃的條款遵從上市規

則第17章的規定。該計劃的主要條款於招股章程附錄五「D.購股權計劃」一節中概述。於本報告日期，該計劃下並無購

股權已授出、同意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於回顧期內，概無董事或任何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存在或可能存在直接或間接競爭的業務中擁

有權益。

董事於合約的重大權益

除上文或本中期報告所披露者外，於期內，概無董事於對本集團業務屬重大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為訂約方之任何

合約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按照上市規則第3.22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第C3.3條的規定，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設立董事會

轄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制訂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陳奕驄先生（主席）、

鄭大鈞先生及易庭暉先生。審核委員會之組成符合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按照

適用準則確保本集團之會計及財務監控足夠及行之有效，監察內部監控系統及財務報告程序之表現，監督財務報表之完

整性及對法定及上市規定之合規性，以及監察外聘核數師之獨立性及資格，以及審核程序之客觀性及效能。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其附註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惟尚未經本公司核

數師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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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各自已確認整個期內已

全面遵守標準守則。

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翔喜有限公司及弘禮有限公司（統稱「售股股東」）於本中期報告日期分別持有281,252,000股股份及93,748,000股股份，

分別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56.25% 及18.75%。本公司獲彼等知會，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售股股東與兩名潛在買

方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其載有潛在買方收購及售股股東出售售股股東於本公司所持有之全

部股權之初步條款。倘諒解備忘錄下之交易落實進行，本公司之控制權或出現變化且可能須根據收購及合併守則就全部

已發行股份提出強制性全面要約。有關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二日之公告。除上述者

外，自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期間，概無任何重大期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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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7 102,189 96,305

銷售成本 9 (85,460) (80,096)  
 

 

毛利 16,729 16,209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 — 淨額 8 313 3,290

分銷開支 9 (5,648) (6,998)

行政開支 9 (10,083) (10,292)  
 

 

經營溢利 1,311 2,209  
 

 

財務收入 259 298

財務開支 (324) (588)  
 

 

財務開支 — 淨額 (65) (290)  
 

 

除所得稅前溢利 1,246 1,919

所得稅開支 10 (184) (552)  
 

 

期內溢利 1,062 1,367
  

 

 

其他全面收益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062 1,367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62 1,367
  

 

 

每股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呈列）

 —基本及攤薄 11 0.21分 0.2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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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預付經營租賃 11,937 12,10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35,539 37,290

 無形資產 82 108

 預付款項 14 672 –

 遞延所得稅資產 285 485  
 

 

48,515 49,987  
 

 

流動資產

 存貨 71,594 63,23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4 136,005 147,853

 應收票據 14 2,000 3,499

 應收關聯方款項 – 1,511

 受限制現金 15 31,388 38,7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 12,980 14,776  
 

 

253,967 269,590  
 

 

總資產 302,482 319,577
  

 

 

權益及負債

權益

 股本 17 4,459 4,459

 其他儲備 101,642 101,392

 保留盈利 11,885 10,823  
 

 

權益總額 117,986 11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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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助 1,163 1,236    

流動負債

 借款 18 15,000 14,98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9 108,315 121,966

 應付票據 19 60,000 62,313

 應付關聯方款項 – 2,086

 即期所得稅負債 18 322    

183,333 201,667    

負債總額 184,496 202,903    

權益及負債總額 302,482 31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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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4,459 101,392 10,823 116,674

期內溢利及全面總收益 – – 1,062 1,062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儲備 – 250 – 25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4,459 101,642 11,885 117,986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4,459 100,892 6,099 111,450

期內溢利及全面總收益 – – 1,367 1,367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儲備 – 250 – 25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4,459 101,142 7,466 11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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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所得現金 2,655 1,123

已付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 (341) (461)

已付所得稅 (288) (304)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026 358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284) (3,134)

應收一名關聯方款項變動 1,511 (1,519)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773) (4,65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借款所得款項 16,388 2,000

償還借款 (16,368) –

應付關聯方款項變動 (2,086) (4,90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066) (2,90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813) (7,20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776 23,8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收益╱(虧損 ) 17 (5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980 1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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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盟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八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P.O. Box 10008,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100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卷煙包裝材料的製

造及銷售。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為翔喜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且由張偉翔

先生（「張先生」）控制。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

除另有說明者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

（「人民幣」）呈列。

中期財務資料尚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報告期間的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編製。

本中期財務報告沒有包括正常年度財務報告的所有附註。因此，本報告應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年報及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期間所刊發的任何公開公告一併閱讀。

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上個財政年度及相應中期報告期間的會計政策一致，惟採用預測全年盈利總額所適用的稅率估

計所得稅及下文附註3所載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3 會計政策變動

本附註解釋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對本集團

財務報表的影響，亦披露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已應用並有別於過往期間所應用會計政策的新會計政策。

3.1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3.1.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採納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闡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確認、分類及計量，以及金融工具的終止確認，並

引入對沖會計的新規則以及金融資產的新減值模式。本集團已審閱其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分類，且並無發

現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採納新訂準則對其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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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續）

3.1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續）

3.1.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採納影響（續）

金融資產減值

新減值模式規定以預期信貸虧損，而非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下僅以已產生信貸虧損確認減值撥備。新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的減值規定適用於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修訂其減值方法。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簡化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該方法就貿易應收款項使用預期全期虧損撥備。其他應收款項

減值按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或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計量，視乎自首次確認以來信貸風險有無大幅增加。

本集團根據過往結算記錄、過往經驗及可得前瞻性資料確立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本集團認為於二零一八

年一月一日，預期信貸虧損對金融資產的影響微不足道。

3.1.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應用的會計政策

下文闡述本集團最新的金融工具政策，以反映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採納︰

(a) 分類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將其金融資產分類為下列計量類別：

• 隨後按公平值計量（通過其他全面收益或通過損益）之金融資產，及

•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分類視乎本集團管理金融資產之業務模式及現金流量之合約條款而定。

本集團只限於當管理該等資產之業務模式改變時重新分類債務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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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續）

3.1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續）

3.1.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應用的會計政策（續）

(b) 確認及計量

於初次確認時，本集團按公平值加（倘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收購金融資產直接應佔之交易成本計量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之交易成本

於損益內支銷。

債務工具

債務工具的其後計量取決於本集團管理資產的業務模式及資產的現金流特色。

為收取合約現金流而持有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倘該等現金流僅為本金及利息的付款）按攤銷成

本計量。來自該等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使用實際利率法計入融資收入。終止確認產生的任何收益

或虧損直接於損益內確認及連同匯兌收益及虧損於其他收益╱（虧損）（如有）內呈列。

(c) 減值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按前瞻性基準評估與其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工具相關之預期

信貸虧損。所應用的減值方法取決於信貸風險是否大幅上升。

就貿易應收款項，本集團使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允許的簡化法，其要求自初次確認應收

款項起確認預期全期虧損。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按12個月預期虧損或全期預期虧損計量。倘自初

次確認以來應收款項的信貸風險大幅上升，則按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計量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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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續）

3.2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3.2.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 採納影響

本集團使用經修訂追溯法採納該準則，即採納之累計影響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保留盈利內確認，

且不會重列比較資料。

本集團銷售香煙包裝產品屬於該準則範疇。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評估其安排下的履約責任及認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下須

列作賬目單位的履約責任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下視作賬目單位的可交付項目並無重大差異，而代價

則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兩個準則下各可交付項目的相關公平值分配至其

履約責任。

本集團認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收益確認並無重大影響。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並無造成有關收益的會計政策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4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其會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所呈報之資產及負債、收益及

開支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不同。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所作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於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5 財務風險管理

(a)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的業務面對多項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信貸風

險及流動資金風險。本集團的整體風險管理計劃專注於金融市場的不可預見性並旨在將潛在不利因素對本集

團財務表現的影響降至最低。

風險管理由財務部門根據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的政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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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風險管理（續）

(a) 財務風險因素（續）

中期財務資料並未包括全年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資料及應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自年結日起，風險管理政策概無變動。

(b) 信貸風險

本集團就金融資產所面臨的最大信貸風險為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票據、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受限制現

金的賬面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絕大部分的銀行存款均存於在中國及香港註冊成立的大型金融機構，管理

層認為彼等信貸質素良好，並無重大信貸風險。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銀行存款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現金：

— 四大商業銀行（附註 (i)） 834 922
— 其他上市銀行 12,146 13,854   

12,980 14,776
   

受限制現金：

— 其他上市銀行 31,388 38,719
   

附註：

(i) 四大商業銀行包括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及中國銀行。

應收票據為銀行承兌票據。發行該等銀行承兌票據的銀行為具有投資評級的國有銀行或具良好信譽的地區銀

行。管理層相信，該等金融機構具有較高的信貸質素且本集團的銀行存款及銀行承兌票據並無重大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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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風險管理（續）

(b) 信貸風險（續）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約74.5%（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8.1%）的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來自五

大客戶，約23.2%（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4.1%）的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來自最大客戶。

本集團所有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概無任何抵押品。然而，本集團已制定政策確保向擁有適當信用背

景的客戶作出銷售或對手方作出現金墊款及按金，而本集團將對其客戶或對手方進行定期信用評估。本集團

通過考慮各客戶或對手方的財務狀況、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評估彼等的信貸質素。信貸限額會定期進行檢

討，並由財務部門負責該等監控程序。在確定是否需要為應收款項作出減值撥備時，本集團會計及未來現金

流量、賬齡狀況以及可回收的可能性。由此，於評估債務的可回收性後，本公司董事信納風險水平極低，並

已在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充足撥備（如有）。有關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進一步定量披露載於附註14。

(c) 公平值評估

按公平值入賬或倘公平值獲披露的金融工具可按照對計算公平值所用的估值技術的輸入數據劃分層級。輸入

數據在公平值層級中被劃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i) 同類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上的報價（未經調整）（第一級）。

(ii) 就資產或負債可直接（即按價格）或間接（即從價格所得）觀察所得並納入第一級內的輸入數據（惟報價除

外）（第二級）。

(iii) 資產或負債並非依據可觀察市場數據的輸入數據（即非可觀察輸入數據）（第三級）。

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受限制現金、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本集團的金融負

債則包括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借款及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因到期日期短，其賬面值與其公平

值相若。

6 分部資料

管理層根據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的報告釐定經營分部。本公司執行董事即為主要經營決策者，

負責分配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卷煙包裝材料。管理層按一個經營分部審閱業務的經營業績，以就資源如何分配

作出決策。因此，主要經營決策者認為僅有一個用於作出策略性決策的經營分部。

本集團的主要經營實體位於中國，故本集團的全部收益均來自中國。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大部分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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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卷煙包裝產品：

 —轉移紙 89,611 91,203
 —複合紙 12,573 5,102
   

102,184 96,305

加工服務收入 5 –
   

102,189 96,305
   

佔本集團收益的10%或以上的與外部客戶的交易所得的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28,190 38,213
客戶B： 21,032 11,707
客戶C： 15,023 不適用*
客戶D： 不適用 * 29,874
   

附註*： 特定期間內特定客戶的收益少於本集團於該特定期間10%之收益。

8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 — 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租金收入 467 467
補貼收入 73 3,082
   

540 3,549
其他開支：

租賃成本 (189) (189)
   

其他虧損：

匯兌虧損 (38) (70)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 — 淨額 313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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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性質劃分的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用原材料及耗材 82,617 79,787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1,095) (3,92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7,545 7,365
運輸開支 4,588 6,236
公用事業 1,672 1,605
折舊 1,858 1,746
招待開支 880 1,767
其他稅項及附加費 381 364
預付經營租賃攤銷 111 1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 1
其他開支 2,634 2,333
   

銷售成本、分銷開支及行政開支總額 101,191 97,386
   

10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84 36

遞延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00) 516
   

184 552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本公司在英屬處女群島的直接附

屬公司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註冊成立，因而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任何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香港集團實體的溢利主要源自其附屬公司的股息收入，其毋須繳納香港

利得稅。

本集團於中國業務經營的所得稅撥備乃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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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得稅開支（續）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

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實體的標準稅率為25%。

於二零一三年，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及於二零一六年再獲認定。該認

定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內有效。因此，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附屬公司

有權享有優惠所得稅率15%（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

11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1,062 1,367

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千股） 500,000 500,000
   

每股基本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元呈列） 0.21分 0.27 分
   

(b) 攤薄

呈列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原因為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已發

行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12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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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廠房及樓宇 機器 汽車 辦公設備 在建資產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成本 38,337 18,615 1,553 2,256 395 61,156
累計折舊 (9,499) (12,297) (990) (1,080) – (23,866)       

賬面淨值 28,838 6,318 563 1,176 395 37,290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期初賬面淨值 28,838 6,318 563 1,176 395 37,290
添置 228 – – 12 – 240
轉讓 – 395 – – (395) –
折舊開支 (974) (687) (122) (208) – (1,991)       

期末賬面淨值 28,092 6,026 441 980 – 35,539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38,565 19,010 1,553 2,268 – 61,396
累計折舊 (10,473) (12,984) (1,112) (1,288) – (25,857)       

賬面淨值 28,092 6,026 441 980 – 35,539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成本 35,370 18,475 1,553 1,843 – 57,241
累計折舊 (7,738) (10,910) (706) (770) – (20,124)       

賬面淨值 27,632 7,565 847 1,073 – 37,117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期初賬面淨值 27,632 7,565 847 1,073 – 37,117
折舊開支 (911) (701) (142) (125) – (1,879)       

期末賬面淨值 26,721 6,864 705 948 – 35,238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35,370 18,475 1,553 1,843 – 57,241
累計折舊 (8,649) (11,611) (848) (895) – (22,003)       

賬面淨值 26,721 6,864 705 948 – 35,238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人民幣25,136,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3,725,000元）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已作為本集團借款（附註18）及應付銀行承兌票據（附註19）的抵押品予以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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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附註 (a)） 130,821 145,580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046) (1,046)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129,775 144,534
可抵扣增值稅（「增值稅」）（附註 (b)） 1,345 –
其他 5,557 3,319   

136,677 147,853

減：預付款項之非流動部分 (672)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之流動部分 136,005 147,853
   

應收票據（附註 (c)） 2,000 3,499
   

附註：

(a)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30天 49,826 82,098

31天至60天 2,173 20,584

61天至90天 22,015 26,658

91天至120天 13,843 9,570

121天至180天 13,969 5,196

180天以上 28,995 1,474   

130,821 145,580
   

(b) 其指可自未來銷項稅抵扣的未動用進項稅。

(c)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應收票據主要指銀行發行的180天到期的銀行承兌票據（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於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為人民幣14,387,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047,000元）的貿易應收款項已作為本集團借款（附註

18）的抵押品予以抵押。

(d)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全部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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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受限制現金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指定銀行作為發行銀行承兌票據抵押品並以人民幣計值的存款 31,388 38,719
   

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現金及以下列貨幣計值：

— 人民幣 11,163 12,738

— 港元 1,817 2,038 
 

 

12,980 14,776
 

 

 

17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法定普通股：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0,000,000
   

普通股數目 股本

港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500,000,000 5,000,000 4,459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500,000,000 5,000,000 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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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借款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

短期銀行借款 — 有抵押 15,000 14,98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借款由本集團的預付經營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附註13）及貿易應收款項（附註

14(c)）抵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1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附註 (a)） 104,806 112,455

應計員工成本及津貼 729 1,939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120 2,492

其他應付稅項 466 2,296

其他應付款項 2,194 2,784   

108,315 121,966
   

應付票據—銀行承兌票據（附註 (b)） 60,000 6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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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續）

附註：

(a) 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30天 38,484 80,929

31至60天 7,985 15,634

61至90天 9,568 5,227

91至180天 42,461 6,968

180天以上 6,308 3,697   

104,806 112,455
   

(b)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所有應付票據的賬齡均為6個月內。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應付票據以本集團的預付經營租賃、物業、廠房

及設備（附註13）及受限制現金（附註15）抵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c) 基於其短期性質，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公平值與其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值相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20 關聯方交易

(a) 本公司董事認為以下各方為與本集團有交易或結餘的公司為關聯方：

姓名╱名稱 關係

張先生 非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

付明平先生（「付先生」） 執行董事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員

宜昌坤祥商貿有限公司（「宜昌坤祥」） 由張先生最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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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聯方交易（續）

(b) 主要管理層薪酬

期內主要管理層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工資、花紅、福利及其他利益 796 486
退休金計劃供款 61 56   

857 542
   

承董事會命

盟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張偉翔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付明平先生、非執行董事張偉翔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大鈞先生、陳奕驄先生及

易庭暉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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