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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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
Kiddiela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股份代號：3830）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童園」或「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以及二零二零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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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171,897 222,955
銷售成本 6 (155,274) (175,494)  

毛利 16,623 47,461

其他收入 458 17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110) 243
銷售及分銷開支 6 (4,131) (13,561)
行政開支 6 (14,921) (12,68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9 (1,670) –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淨額 423 (388)  

經營（虧損）╱溢利 (3,328) 21,242

財務收入 16 2
財務開支 (287) (950)  

財務成本淨額 (271) (948)  

除稅前（虧損）╱溢利 (3,599) 20,294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285 (2,795)  

期內（虧損）╱溢利 (3,314) 17,499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517 2,58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517 2,586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797) 20,085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溢利之每股（虧損）╱盈利
 （以每股港仙表示）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8 (0.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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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46,011 50,822
使用權資產 3,008 4,480
無形資產 2,442 8,330
遞延所得稅資產 6,723 6,731
按金及預付款項 731 720

  

58,915 71,083
  

流動資產
存貨 73,899 95,541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0 58,662 24,93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198 4,376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034 17,559

  

147,793 142,411
  

資產總值 206,708 213,4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 100,000 100,000
其他儲備 6,242 6,242
匯兌儲備 3,465 2,948
保留盈利 41,227 44,541

  

權益總額 150,934 15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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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18 1,977
租賃負債 78 1,533

  

1,696 3,510
  

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6,198 11,435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2 13,376 20,86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9,118 18,914
合約負債 1,103 855
租賃負債 2,947 2,843
應付所得稅 1,336 1,344

  

54,078 56,253
  

負債總額 55,774 59,763
  

權益及負債總額 206,708 21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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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本集團一般資料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
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塑膠玩具
產品。

除另有註明者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其應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
日止年度的年報（「年報」）一併閱讀。年報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除採納自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準則、修訂本
及詮釋外，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年報所述者一致。

(a) 本集團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改進及詮釋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自二零二一年五月一
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期間強制使用，並與其業務有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於當前及過往期間
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載之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 6 –

(b) 本集團尚未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改進及詮釋

下列為並非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且本集團並未提早
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改進及詮釋：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實務報告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所產生資產及

 負債相關之遞延稅項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於作擬定
 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概念框架指引 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年度改進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

 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
 改進

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合營公司之間之資產出售
 或注資

有待釐定

預計上述對現有準則的新訂準則及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
大影響。

4 估計

管理層須就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作出對會計政策的應用以及呈報的資產及負債、
收入及支出之報告金額構成影響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
不確定性的關鍵來源與年報所應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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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本公司執行董事已被識別為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負責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
定期評估本集團的表現及分配資源。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經營業績計量評估玩具業務的
表現，並視玩具業務為單一經營分部。由於本集團資源已整合，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
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資料著眼於本集團整體經營業績。因此，本集團已識別一個經
營分部 — 製造及銷售塑膠玩具產品。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益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洲 107,068 147,523

歐洲 55,592 62,230

亞太及大洋洲 9,237 12,923

非洲 – 279
  

171,897 222,955
  

按地理分部的收益分析乃根據客戶位置劃分。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來自一名（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一名）客戶之收益個別佔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期內，來自該客戶的收益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48,797 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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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的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核數師酬金
 — 審核服務 725 743

 — 非審核服務 208 236

廣告及推廣開支 1,258 2,262

無形資產攤銷 6,082 6,081

銀行費用 407 708

佣金 1,093 3,354

消耗品 3,017 3,706

已售存貨成本 83,629 98,986

關稅及報關手續費 969 86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460 5,24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519 1,877

短期及低價值經營租賃開支 2,488 2,404

許可證費用 6,826 10,780

物流及倉儲開支 4,617 11,574

其他稅項 1,085 1,053

產品測試開支 1,075 687

維修及維護開支 1,226 1,42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3,061 41,052

分包開支 784 620

公用開支 5,817 5,899

其他開支 1,980 2,190
  

174,326 201,743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取來自香港政府的補貼1,710,000港元，
用作支付香港僱員的工資及薪金。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豁免中國僱主為其僱員向
政府監管的計劃作出供款。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收取上述類似的政府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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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已就估計應課稅溢利
按16.5%的稅率計提撥備。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5%的稅率繳納
中國企業所得稅。本集團的美國附屬公司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介乎5%至39%的累進稅
率繳納美國企業所得稅。

已於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計入）╱扣除的所得稅開支金額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期內溢利即期稅項 66 772

遞延所得稅 (351) 2,023
  

所得稅（抵免）╱開支 (285) 2,795
  

8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千港元） (3,314) 17,49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1,000,000 1,000,00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港仙） (0.3) 1.7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並無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
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由於與向僱員授出的購股權相關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效應，及我們假設並無任何
購股權獲轉換或行使，故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
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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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物業
裝修

傢俬及
裝置

辦公室
設備 汽車

廠房及
機器

模具及
工具 在製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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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賬面淨值
於期初 2,457 311 267 107 6,557 27,286 10,662 47,647
添置 1,725 16 35 – 38 352 4,837 7,003
折舊（附註6） (631) (56) (98) (29) (690) (3,738) – (5,242)
完成時轉撥 – – – – – 4,968 (4,968) –
匯兌差額 78 10 2 4 167 646 325 1,232        

於期末 3,629 281 206 82 6,072 29,514 10,856 50,640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賬面淨值
於期初 2,958 237 136 60 5,495 32,105 9,831 50,822
添置 715 14 – – – – 2,322 3,051
折舊（附註6） (1,145) (47) (56) (12) (466) (4,734) – (6,460)
完成時轉撥 – – – – – 4,900 (4,900) –
減值虧損 (90) – – – (175) (1,146) (259) (1,670)
出售 – – (3) – (110) – – (113)
匯兌差額 33 2 1 1 44 213 87 381        

於期末 2,471 206 78 49 4,788 31,338 7,081 46,011        

銷售受壓加上毛利率下跌，導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業
績下降。本集團已進行減值評估，並確定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可收回金額跌至低於賬面值。
因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確認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約1,67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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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59,092 26,061

減：虧損撥備 (430) (1,126)
  

58,662 24,935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以下列貨幣計值：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59,092 25,366

人民幣 – 695
  

59,092 26,061
  

本集團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介乎0至180日。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及
應收票據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最多三個月 56,562 23,800

三個月以上 2,530 2,261
  

59,092 2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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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面值為0.1港元的法定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1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1,000,000 100,000

  

12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以下列貨幣計值：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424 7,669

港元 9,953 9,943

人民幣 2,999 3,250
  

13,376 20,862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以內 3,470 10,545

一至兩個月 4,731 9,445

兩至三個月 4,860 430

三個月以上 315 442
  

13,376 2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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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誠如二零二一年年報「展望╱未來前景及策略」一節所述，運輸成本已成為其
中一個全球各地進口商最關注的事項，尤其是對於本公司的目標顧客而言，
原因在於騎行玩具車體積相對較大或以實物尺寸而言價值較低。若干路線的
海運成本於二零二一年上升500%之多。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貨運成本高企及貨運堵塞，導致顧客於大量訂購貨物時猶豫不決及貨運日期
出現延誤。伴隨著COVID疫情爆發帶來的持續影響，二零二二財政年度對本
集團而言更為挑戰重重。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
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收益約171.9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期」）減少22.9%（二
零二零年：223.0百萬港元）。於回顧期間，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3.3百萬港元（二
零二零年：純利17.5百萬港元）。

經營業績

收益

於回顧期間，自北美洲產生的收益減少28.1%至約105.6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
146.8百萬港元）。平均售價及銷售訂單均有所下跌。有關下跌乃主要由於來自
當地一最發達國家的收益減少以及產品組合轉為單位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所
致。此外，由於貨運危機（即貨運成本高企以及美國港口、鐵路站場及貨運公
司積壓貨物）預期影響假期玩具銷售，因此，北美洲的銷售表現最受影響。

另一方面，於回顧期間，自歐洲產生的收益減少10.6%至約55.6百萬港元（二零
二零年：62.2百萬港元）。來自歐洲市場的銷售訂單有所減少，而平均售價則
相對穩定。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東歐若干發展中國家經濟低迷所致。

於回顧期間，自6V充電式電池供電的騎行玩具車（屬於單位價格相對較高的
產品）產生的收益由約35.2百萬港元減少至約27.0百萬港元。因此，回顧期間的
平均售價低於上期。

基於上述各項，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整體收益減少22.9%至約171.9百萬港元（二
零二零年：223.0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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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毛利下跌65.1%至約16.6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47.5百萬
港元）。有關下跌乃由於(i)上文所討論的收益減少22.9%；(ii)人民幣兌美元升值。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成本以人民幣支銷，因此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整體生產成
本增加；(iii)西方國家積極頒佈貨幣及金融政策，影響原材料價格的通脹情況；
及 (iv)與上期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無豁免社會保險供款。回顧期間的
毛利率減少至9.7%，較上期的21.3%有所下跌。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回顧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大幅減少69.9%至約4.1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
13.6百萬港元）。有關減少與收益的減幅相符。此外，在上文所述不合理及極
高的運費下，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決定停止與其中一名美國最大零售商的本
地業務，並將貨運改回船上交貨（即一旦貨物裝船後，貨物所有權轉移至顧客）。
故此，本集團毋須承擔銷售的海運成本。因此，物流及倉儲開支於回顧期間
大幅減少60.3%。

行政開支

於回顧期間，行政開支（包括金融資產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淨額）
增加23.7%至約16.2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3.1百萬港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
於 (i)員工成本增加；(ii)並無收取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施保就業計劃（「保
就業計劃」）有關的政府補貼；及 (iii)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所致。

財務成本

於回顧期間，財務成本淨額減少66.7%至約0.3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0.9百萬
港元）。有關減少乃由於在二零二一年三月收取出售中國附屬公司的現金所
得款項後平均銀行借款水平下降所致。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錄得所得稅抵免（扣除稅項開支）約0.3百萬港元，而本集團
於上期錄得所得稅開支2.8百萬港元。

回顧期間的所得稅抵免主要歸因於回顧期間錄得的經營虧損。另一方面，上
期的所得稅開支則歸因於上期錄得的經營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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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利

誠如上文所述，隨著於回顧期間的收益大幅減少約51.1百萬港元，連同人民幣
升值8.0%以及並無收取香港政府及中國政府的政府補貼，本集團錄得虧損淨
額約3.3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純利17.5百萬港元）。

外幣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及美元進行銷售及採購，而位於中國的生產工廠產生的開
支則以人民幣計值。

由於港元仍然與美元掛鈎，本集團預期此方面的風險不大，並將密切監察人
民幣走勢以考慮是否需要採取任何行動。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外幣的金融工具。

展望╱未來前景及策略

全球疫情持續反覆，同時過去數月出現意料之外的新後遺症。運費已然大幅
上漲，集裝箱供應亦變得極為緊張，出現一箱難求的情況。一如眾多其他公司，
本公司依賴集裝箱及海運作為向海外客戶出口貨物的唯一可行途徑。儘管本
集團毋須負責取得集裝箱或支付運費，惟自夏季開始時出現的新航運中斷現
象對銷售造成不利影響。

中國以外的多個國家仍在處理限制、勞動力減少及產量偏低等問題，令許多
集裝箱周轉速度緩慢。北美洲推行的抗疫措施導致勞動力大規模中斷，不僅
影響港口運作，亦影響全國各地的貨運站及內陸運輸路線。由於人手不足，
集裝箱開始積壓。

由於難以取得集裝箱，客戶已減低對運輸的需求，本年度生產旺季的許多訂
單被迫推遲。運輸一般延誤多月，零售補貨效率偏低。隨著瓶頸情況最終緩
和及貨運開始再度流通，加上運費上漲，眾多零售商別無選擇，只能隨之提
高零售價格。由於管理層預計許多客戶於聖誕假期後仍無行動，到貨延誤及
零售價格上升僅會導致存貨水平高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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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預期短期之內運費不會下降，加上本年度零售商積壓的存貨過多，本公
司將迎來充滿挑戰的二零二二年。本集團仍將面對重重障礙，包括人民幣兌
美元保持強勢及多項原材料價格上漲的情況。本集團業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航運危機的發展，現時仍然無法預測。管理層將新一年視為主力減省成本
及開拓機遇處處的新目標市場的時間。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所持重大投資

除投資於附屬公司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
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本公佈日期，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其後並無任何重大事項。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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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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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商討審核、內部監控、風險管理
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刊發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 公 佈 會 刊 登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kiddieland.com.hk)。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香港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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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向我們的全體股東、業務夥伴、客戶、供應商、
往來銀行、管理層及各級員工於整個期間內對本集團及其業務的支持及貢獻
表達謝意。

承董事會命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盧鴻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盧紹基先生、盧紹珊女士、冼盧紹
慧女士、盧鴻先生及梁小蓮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文嘉豪先生、鄭子龍先
生以及梁國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