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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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diela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30）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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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中期業績以及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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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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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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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22,955 217,523
銷售成本 6 (175,494) (174,177)

  
毛利 47,461 43,346
其他收入 175 804
其他收益淨額 243 1,703
銷售及分銷開支 6 (13,561) (13,430)
行政開支 6 (12,688) (16,798)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388) (239)

  
經營溢利 21,242 15,386
財務收入 2 23
財務開支 (950) (3,655)

  
財務成本淨額 (948) (3,632)

  
除稅前溢利 20,294 11,754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2,795) 3,531

  
期內溢利 17,499 15,285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2,586 (2,92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扣除稅項 2,586 (2,92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0,085 12,356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仙表示）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8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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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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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40 47,647

使用權資產 5,771 7,370

無形資產 14,090 19,268

遞延所得稅資產 5,434 7,145

預付款項 692 1,629
  

76,627 83,059
  

流動資產

存貨 71,830 99,537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9 61,713 16,87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9,438 38,462

可收回所得稅 — 60

現金及銀行結餘 9,540 7,221
  

182,521 162,157
  

資產總值 259,148 245,2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 100,000 100,000

其他儲備 6,242 6,242

匯兌儲備 1,842 (744)

保留盈利 55,441 37,942
  

權益總額 163,525 14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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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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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借款 16,634 19,706

遞延所得稅負債 2,501 2,189

租賃負債 2,914 4,028

其他應付款項 155 2,499
  

22,204 28,422
  

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6,076 23,426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1 24,183 15,88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5,047 28,425

合約負債 995 519

租賃負債 1,380 638

應付所得稅 5,738 4,457
  

73,419 73,354
  

負債總額 95,623 101,776
  

權益及負債總額 259,148 24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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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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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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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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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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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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除採納自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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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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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利率基準改革

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訂準則及修訂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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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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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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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為並非於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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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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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

 （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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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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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期的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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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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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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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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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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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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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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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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23 129,084

歐洲 62,230 71,872

亞太及大洋洲 12,923 16,353

非洲 279 214
  

222,955 217,523
  

按地理分部的收益分析乃根據客戶位置劃分。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來自一名（截至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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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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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03 5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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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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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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734

 －非審核服務 236 1,582

廣告及推廣開支 2,262 931

預付經營租賃攤銷 — 199

無形資產攤銷 6,081 8,684

銀行費用 708 954

佣金 3,354 4,620

消耗品 3,706 5,401

已售存貨成本 98,986 87,089

關稅及報關手續費 866 1,17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242 9,42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877 2,688

短期及低價值經營租賃開支 2,404 164

許可證費用 10,780 8,790

物流及倉儲開支 11,574 11,513

其他稅項 1,053 788

產品測試開支 687 512

維修及維護開支 1,423 1,17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1,052 48,868

分包開支 620 1,116

公用開支 5,899 6,280

其他開支 2,190 1,717
  

201,743 2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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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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零），用作支付香港僱

員的工資及薪金。此外，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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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所產生及已

付的計劃供款為 3,546,000港元，並已確認為員工成本。

7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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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計入）的所得稅開支金額如下：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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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 3,638

遞延所得稅 2,023 (7,169)
  

所得稅開支╱（抵免） 2,795 (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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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7,499 1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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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7 1.5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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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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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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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22 22,898

減：虧損撥備 (6,409) (6,021)
  

61,713 16,877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以下列貨幣計值：

於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67,454 22,262

人民幣 668 636
  

68,122 2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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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介乎 0至 180日。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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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最多三個月 53,366 15,851

三個月以上 14,756 7,047
  

68,122 22,898
  

10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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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1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1,0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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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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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4,399 3,577

港元 15,771 8,983

人民幣 4,013 3,329
  

24,183 15,889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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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以內 7,547 8,981

一至兩個月 8,526 4,996

兩至三個月 5,111 808

三個月以上 2,999 1,104
  

24,183 15,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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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對本集團以至整個世界而言，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仍然充滿挑戰，原因為 2019冠狀病

毒病（「COVID-19」）疫情持續，對我們近期的營商環境帶來嚴重困難。可幸的是，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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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期」）增加 2.5%（二零一九年：217.5百萬港元）。本

集團的除稅前溢利約為 20.3百萬港元，較上期增加 72.0%（二零一九年：11.8百萬港

元）。於回顧期間，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為 17.5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5.3百萬港

元）。

經營業績

收益

於回顧期間，自北美洲產生的收益增加 16.0%至約 146.8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

126.6百萬港元）。平均售價及銷售訂單均有所增加。增加乃主要由於來自當地最發

達國家的收益以及產品組合轉為單位價格相對較高的產品所致。

另一方面，於回顧期間，自歐洲產生的收益減少 13.5%至約 62.2百萬港元（二零

一九年：71.9百萬港元）。來自歐洲市場的銷售訂單有所減少，而平均售價則有所

增加，乃由於彼等之產品組合轉為單位價格相對較高的產品所致。收益減少乃主要

由於西歐（尤其是該等錄得極高COVID-19確診個案的已發展國家）經濟低迷所致。

實施保持社交距離政策及封城中止當地大部份的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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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幸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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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百萬港元增加至約 35.2百萬港元。因此，回顧期內

的平均售價高於上期。

基於上述各項，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整體收益增加 2.5%至約 223.0百萬港元（二零

一九年：217.5百萬港元）。

毛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毛利增加 9.7%至約 47.5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43.3百萬港

元）。有關增加乃由於上文所討論的收益增加而回顧期間內整體生產成本相對穩

定所致。折舊開支於回顧期間減少，原因為若干固定資產隨著於二零一九年十一

月出售中國附屬公司而一併出售，而主要原材料成本增加所致。此外，於回顧期

間，本公司獲豁免為中國僱員的社會保險計劃作出供款。回顧期間的毛利率增加至

21.3%，相比上期的 19.9%有所上升。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回顧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輕微增加 1.5%至約 13.6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3.4

百萬港元）。有關增加與收益的增幅相符。

行政開支

於回顧期間，行政開支（包括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減少 22.9%至約 13.1百萬港元

（二零一九年：17.0百萬港元）。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員工成本減少以及獲取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實施保就業計劃（「保就業計劃」）有關的政府補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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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於回顧期間，財務成本淨額減少 75.0%至約 0.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3.6百萬港

元）。有關減少乃由於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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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下降所致。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錄得所得稅開支約為 2.8百萬港元，而本集團於上期錄得所得稅

抵免（扣除稅項開支）為 3.5百萬港元。

上期的所得稅抵免主要歸因於與出售中國附屬公司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部分被涉

及在出售交易中的固定資產因曾於過往年度索取折舊免稅額而需退還相關的香港利

得稅開支所抵銷。

純利

誠如上文所述，隨著回顧期間收益增加，連同折舊開支、員工成本及財務成本減

少，而部份被主要原材料成本增加所抵銷，加上並無就中國附屬公司的稅項虧損確

認的所得稅抵免，除稅後溢利由上期 15.3百萬港元增加 2.2百萬港元或 14.4%至回

顧期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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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外幣的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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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前景及策略

二零二零年為近年來最令人難忘的其中一年。疫情為我們的日常生活造成難以想像

的干擾，其中經濟發展顯著放緩、旅遊活動暫停，而社交亦受到限制。

多個政府已採取不同的措施控制COVID-19的傳播。因此採取的封城無疑對零售業

及就業市場造成衝擊。臨近二零二一年，我們期望能出現有效的疫苗，及疫苗的生

產能儘快增加並分配予大眾注射。在疫情肆虐的世界下，新的常態已形成，這將為

我們的未來帶來新的風險以及機遇。

隨著聖誕節臨近，大部分的零售商已為節日備貨，而COVID-19個案急劇上升限制

了商店活動，可能會導致相當高的年末存貨量。玩具為主要季節性業務，年末的任

何銷售下滑可能會對本公司進入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業務造成不利影響。另一方

面，網上銷售已成為替代品，並在封城後成為我們整體業務的重大部分。管理層認

為，網上銷售的發展為本集團策略的重要一環，本集團將持續投資於培育其增長列

為優先事項。

新常態帶來的另一項挑戰是中國內地勞工流動性下降。隨著健康風險上升，人們不

太願意離鄉外出工作。此現象在今年已出現，而這種行為將於不久的將來持續。因

此，管理層已決定將集中轉移至勞工密集程度較低的產品線上，例如我們的電池供

電的騎行玩具車，其與其他產品相比，其勞動力佔總成本的比例相對較小。鑒於勞

工供應較少，這應有助於提升勞動生產率。

本公司就特許方面取得漫威 (Marvel)二零二一年的授權。管理層對此感到興奮，原

因在於蜘蛛俠為過往擁有優異業績表現、歷久不衰的授權。是次機遇更適逢來年

將有新的蜘蛛俠電影上映。本集團所擁有的另一項成功的授權汪汪隊立大功 (P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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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ol)亦將於明年推出新電影。連同產品組合轉移至價格較高的電池供電的騎行玩

具車，新電影授權機會將致使本公司做好準備，抱著熱情且樂觀的態度迎接二零

二一年的到來。

最關鍵的不確定因素是疫情能否得以受控，經濟能否有序復甦。儘管管理層已作出

一切努力以改善本公司的盈利能力，隨著失業率上升及長期封城，本公司將不可避

免地面臨許多挑戰。儘管如此，管理層仍對將會出現曙光而充滿希望。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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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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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本報告日期，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其後並無任何重大事項。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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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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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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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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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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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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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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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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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