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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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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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FRIE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98）

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告（「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

與核數師就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達成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之核數師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完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二零一九年經
審核全年業績」）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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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
表、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全
年業績所示之有關相應數字及經審核與未經審核數字之間的有關變動：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a) 910,695 915,658 (4,963)
收益成本 (b) (701,597) (695,568) 6,029

毛利 209,098 220,090 (10,992)
其他收入 (c) 157,038 149,432 7,606
分銷及銷售費用 (d) (121,928) (124,978) (3,050)
行政費用 (e) (71,562) (78,345) (6,783)
研發成本 (29,086) (29,086) –
貿易應收賬款及合約資產之減值撥回╱（減值虧損） 3,009 3,858 (849)
其他收益及虧損 (7,547) (7,547) –
其他開支 (22,805) (22,805) –
其他營運費用 (1,297) (1,297) –
財務費用 (24,744) (24,839) (95)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1,141 1,141 –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f) (57,089) (51,424) 5,665

除稅前溢利╱（虧損） 34,228 34,200 28
所得稅開支 (22,069) (21,615) 45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2,159 12,585 (426)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h) (4,790) (5,096) (306)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的應收款項公平值收益淨額 246 246 –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h) 12,637 14,009 (1,372)

8,093 9,159 (1,066)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h) (28,080) (29,799) (1,71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7,828) (8,055)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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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8,344 218,344 –
使用權資產 (i) 124,371 120,147 4,224
預付租賃款項 – – –
無形資產 1,407 1,407 –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21,646 21,647 (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h) 392,326 397,335 (5,009)
遞延稅項資產 27,991 27,991 –

786,085 786,871 (786)

流動資產
存貨 493,053 493,858 (805)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g) 227,096 222,885 4,211
合約資產 44,399 45,448 (1,049)
應收貸款 48,394 48,394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款項 101,945 101,945 –
預付租賃款項 – – –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的 
聯營公司的款項 6,248 6,420 (172)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512 512 –
應收聯營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款項 235,155 235,155 –
限制性銀行結餘 106,333 106,702 (36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 – –

銀行及現金結餘 74,860 74,491 369

1,337,995 1,335,810 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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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389,300 389,108 192
合約負債 300,336 300,208 128
遞延收益 (j) 1,410 – 1,410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57 285 (128)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815 815 –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的聯營公司款項 2,457 2,453 4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380 380 –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款項 23,481 23,481 –
租賃負債 (i) 2,486 – 2,486
訴訟申索撥備 60,117 60,117 –
退貨負債 100,903 100,903 –
即期稅項負債 17,445 16,990 455
銀行及其他借貸 400,071 400,071 –
保證撥備 4,019 4,019 –

1,303,377 1,298,830 4,547

流動資產淨值 34,618 36,980 (2,3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20,703 823,851 (3,148)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36,760 36,760 –
遞延收益 (j) 73,680 78,839 (5,159)
租賃負債 (i) 1,784 – 1,784

112,224 115,599 (3,375)

資產淨值 708,479 708,252 22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21 4,021 –
股份溢價 82,183 82,183 –
資本儲備 77,338 77,338 –
其他儲備 66,454 67,520 (1,066)
保留盈利 478,483 477,190 1,293

總權益 708,479 708,252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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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經審核年度業績整體上大致與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相同，惟以下詳列之
主要變動及重新分類除外：

附註：

(a) 收益

與銷售無關的稅費（人民幣5百萬元）由行政費用重新分類。

(b) 收益成本

(i) 收益成本撥回（人民幣3百萬元）；由以下各項所抵銷

(ii) 存貨之額外撥備（人民幣3.3百萬元）；及

(iii) 存貨撥備（人民幣1.8百萬元）由行政費用重新分類；

(iv) 保證之額外撥備（人民幣2.9百萬元）由分銷及銷售費用重新分類；及

(v) 人民幣1百萬元由預付款項重新分類。

(c) 其他收入

(i) 遞延收益（人民幣3.7百萬元）於損益確認為其他收入；由以下項目所抵銷

(ii) 人民幣3.9百萬元由貿易應收賬款及合約資產之減值撥回重新分類。

(d) 分銷及銷售費用

(i) 保證之額外撥備（人民幣2.9百萬元）重新分類為收益成本；及

(ii) 租賃物業的使用權資產折舊（人民幣2.7百萬元）；由以下項目所抵銷

(iii) 實際租賃付款及應計費用人民幣2.8百萬元重新分類至租賃負債。

(e) 行政費用

(i) 與銷售無關的稅費（人民幣5百萬元）重新分類至收益；及

(ii) 存貨撥備（人民幣1.8百萬元）重新分類至收益成本。

(f)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額外分佔聯營公司虧損（人民幣5.7百萬元）。

(g)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i)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回增加（人民幣3.2百萬元）；及

(ii) 人民幣1百萬元重新分類至收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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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i) 額外分佔聯營公司虧損（人民幣5.7百萬元）；由以下各項所抵銷

(ii)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人民幣0.3百萬元）；及

(iii)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人民幣0.4百萬元）。

(i)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i) 相關使用權資產（人民幣4.2百萬元）；及

(ii) 租賃負債（人民幣4.3百萬元）。

(j) 遞延收益

(i) 遞延收益（人民幣3.7百萬元）於損益確認為其他收入；及

(ii) 人民幣1.4百萬元重新分類至流動負債。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適用信息的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年報，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
日或之前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本公司的網站上發佈。

承董事會命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志洋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四名執行董事：朱志洋先生、陳明河先生、溫吉堂先
生及邱榮賢先生；及(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顧福身先生、余玉堂先生及高文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