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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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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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茲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及二零一八
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496,105 558,638
收益成本 5 (381,127) (409,529)

毛利 114,978 149,109
其他收入 6 116,262 29,925
分銷及銷售費用 (61,824) (67,629)
行政費用 (29,566) (34,713)
研發成本 (14,508) (15,030)
其他收益及虧損 3,558 (16,444)
其他營運費用 (178) (688)
財務費用 (11,550) (6,096)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1,317 1,620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80,756) (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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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所得稅前溢利 7 37,733 30,141
所得稅開支 8 (16,606) (10,3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1,127 19,825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108 41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4,370 11,359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53 (5,87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應收款項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355 1,292

4,978 6,777

5,086 6,81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26,213 26,643

每股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元列示）

－基本 9 0.05 0.0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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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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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3,513 204,710
使用權資產 127,030 –
預付租賃款項 – 120,147
無形資產 1,808 2,215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21,822 20,505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1 251,966 331,323
遞延所得稅資產 25,381 27,520

641,520 706,420

流動資產
存貨 508,556 524,752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2 321,640 345,810
合約資產 43,681 46,727
應收貸款 35,627 35,627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應收款項 55,429 106,400
預付租賃款項 – 2,905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936 –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的聯營公司 
的款項 2,466 23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497 461
應收聯營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款項 459,374 151,059
限制性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 75,609 69,98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635 108,02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1,896 112,673

1,656,346 1,50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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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3 292,178 242,969
合約負債 315,864 358,751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824 638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3,210 2,832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的聯營公司款項 3,412 3,637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200 362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款項 24,901 28,435
租賃負債 3,981 –
訴訟申索撥備 60,117 60,117
退款負債 100,903 100,903
即期所得稅負債 12,850 21,979
銀行借貸 615,746 563,239
保證撥備 4,790 5,311

1,438,976 1,389,173

流動資產淨值 217,370 115,2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58,890 821,69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505 –
其他借貸 35,927 35,093
遞延收益 78,839 70,192

116,271 105,285

資產淨值 742,619 716,40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22 4,022
股份溢價 82,281 82,281
資本儲備 77,338 77,338
其他儲備 63,977 58,361
保留盈利 515,001 494,404

總權益 742,619 716,406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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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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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從事設計及生產電腦數控工
具機、立體停車設備及叉車。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之股份自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此外，本公司於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在台灣證券交易所（「台灣證券交易所」）發行及上市67,200,000份台灣存
託憑證，相當於本公司67,200,000股新近發行的股份。友佳實業（香港）有限公司（一間在香港註
冊成立的公司）及友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友嘉」）（一間在台灣註冊成立的公司）分別為直接
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均以本公司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報。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董
事會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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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財務工具以公平值計算之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和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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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初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因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外，於本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訂準則及修訂本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
間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已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過渡及影響概要

租賃的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獲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
不對先前未被識別為包含租賃的合約應用此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於首次應用日期前
已存在的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於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時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的規定應用租賃的定義。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
日）確認。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異於年初保留盈利中確認，而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於過渡時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的經修訂追溯法時，本集團按逐項租賃基準就先前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且與各租賃合約相關的租賃應用以下可行權宜方法：

i. 依賴通過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對租賃是否有償的評估以替
代減值檢討；



– 7 –

ii. 選擇不就租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及

iii. 對於類似經濟環境中相似類別相關資產的具有類似剩餘租期的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

於過渡時，本集團已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作出以下調整：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租賃負債人民幣3,322,000元及使用權資產人民幣126,374,000
元。

於確認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之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於首次應用日期應用相關集團實體
的增量借款利率。所應用的加權平均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為每年4.75%。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6,246

按有關增量借款利率貼現的租賃負債 6,006
減：確認豁免－短期租賃 (2,684)

截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後確認的與經營租賃有關的租賃負債 3,322

分析為
流動 1,975
非流動 1,347

3,322

使用權資產
附註 人民幣千元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所確認與經營租賃有關的使用權資產 3,322
自應付租賃款項重新分類 (a) 123,052

126,374

按類別劃分：
租賃土地 123,052
土地及樓宇 3,322

12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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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租賃土地預付款項分類為
預付租賃款項。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預付租賃款項的即期及非即期部分分別
為人民幣2,905,000元及人民幣120,147,000元，重新分類至使用權資產。

作為出租人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於過渡時無須就本集團作為出租人的租賃作
出任何調整，惟須於首次應用日期起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入賬該等租賃，且並未重列比較
資料。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已訂立但於首次應用日期後開始的新租賃合約（與現有租賃
合約的相關資產相同）按猶如現有租賃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修訂般入賬。應用有關準則對本
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並無影響。然而，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
有關修訂後的經修訂租期的租賃付款於延長後的租期內按直線基準確認為收入。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確認的金額已作出以下調整。未受變動影響的
項目並不包括在內。

先前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呈報的賬面值 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計量的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付款 120,147 (120,147) –
使用權資產 – 126,374 126,374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付款 2,905 (2,905) –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975) (1,975)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347) (1,347)

附註： 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間接法呈報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而言，營運
資金變動已根據上文所披露的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財務狀況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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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來自貨品的收入

收入的細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工具機 409,201 471,784
停車設備 52,031 54,096
叉車 34,873 32,758

496,105 558,638

5. 分類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已確定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
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根據執行董事用於作出策略決定所審議的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類。

執行董事認為本集團有三個呈報分類：(1)工具機，(2)停車設備，及(3)叉車。

執行董事根據與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之各自的毛利評估經營分類之表現。

本集團並無分配分銷及銷售費用、行政費用、其他營運費用或資產至其分類，因為執行董事並無
使用此等資料分配資源至經營分類或評估經營分類的表現。因此，本集團並無報告各呈報分類的
溢利及總資產的計量。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工具機 停車設備 叉車 集團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均來自外部銷售） 409,201 52,031 34,873 496,105
收益成本 (301,383) (46,303) (33,441) (381,127)

分類溢利 107,818 5,728 1,432 11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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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工具機 停車設備 叉車 集團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均來自外部銷售） 471,784 54,096 32,758 558,638
收益成本 (337,150) (43,270) (29,109) (409,529)

分類溢利 134,634 10,826 3,649 149,109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及資產位於中國，及本集團主要向中國市場出售產品。

分部資產及負債

由於並無向執行董事定期提供分部資產及負債資料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決定，故並無提
供該等資料。

6.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FFG Werke GmbH 之賠償收入 80,437 –
銷售廢料 3,362 6,736
與收入相關的政府補貼* 12,488 13,266
維修收入 3,306 5,585
租金收入 766 248
利息收入 1,027 1,704
諮詢收入 11,046 –
其他 3,830 2,386

116,262 29,925

* 政府補貼主要指返還有關銷售工具機及停車設備所涉及軟件之增值稅。該等補貼入賬列作
即時財務支援，預計未來不會產生相關成本，亦不會與任何資產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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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使用權資產折舊 2,85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159 10,633
無形資產攤銷 422 732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 1,452

折舊及攤銷總額 13,435 12,817
資本化於存貨 (4,975) (5,573)

8,640 7,244

對下列各項進行分析：
於銷售費用扣除 571 466
於行政費用扣除 5,879 4,801
於其他費用扣除 1,651 1,132
於研究開支扣除 359 845

8,460 7,244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81,127 409,529
存貨撇減淨額 793 8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虧損）收益 4 (117)
淨匯兌（收益）虧損 (1,981) 11,964
保證撥備 1,599 2,120
產生租金收入的直接經營開支 31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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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4,530 10,953
遞延稅項開支（抵免） 2,076 (637)

16,606 10,316

於兩個期間內，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開曼群島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開曼群島利得稅作
出撥備。

於兩個期間內，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企業所得稅乃就中國的企業按25%計提撥備，惟杭州友佳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杭州友佳」）除外。
於二零一八年，杭州友佳獲相關政府當局批准延續其高新技術企業稱號，有權於二零一八年起
計的三年期間享有15%的優惠稅率。因此，杭州友佳於本回顧期間的適用稅率為15%（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

根據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頒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於
中國成立的公司向其當時海外投資者匯付的股息應按10%的稅率繳納預扣稅。倘中國內地與海
外投資者所在司法權區訂有稅項安排，則可採用較低的預扣稅稅率。根據《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或稱中港兩地稅務安排），合資格香港稅務
居民如身為中國居民企業的「實益擁有人」並持有其25%或以上股權，則有權享有按5%的減低預
扣稅稅率納稅。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董事已評定任何中國附屬公司將不會於可見將來宣派任何股息。由於本集
團有能力控制撥回該等暫時性差額之時間且該等暫時性差額不大可能於可見將來撥回，因此，
本公司董事認為中國附屬公司無須就其未分派保留盈利繳納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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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21,127,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19,825,000元）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403,200,000
股股份（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403,200,000股股份）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05 0.05

由於兩個期間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並無宣派及派付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予本公司擁
有人（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
股普通股為人民幣0.06元）。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付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已決定將不派付有關本中期期間的
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為人民幣0.05元）。

1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聯營公司非上市投資的成本 415,701 415,701
分佔收購後虧損及其他全面開支 (195,595) (119,317)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1,860 34,939

251,966 33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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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及聯營公司於二
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總資產及負債列示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5,420,183 5,381,154
負債 5,096,738 4,746,967
收益 2,054,034 2,167,394
分佔虧損 (80,756) (9,913)
分佔其他全面虧損* 4,478 11,400

* 分佔其他全面虧損指合共分佔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人民幣4,370,000元（二零一八
年：人民幣11,359,000元）及界定福利計劃之重新計量溢利人民幣108,000元（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41,000元）。

12.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289,389 323,790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43,490) (46,931)

245,899 276,859

預付款項 43,225 44,713
其他 32,516 24,238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總額 321,640 345,810

本集團一般授予其客戶30至180天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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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賬款總額根據逾期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30天 156,928 207,953
31－60天 10,293 2,365
61－90天 6,642 4,568
91－180天 10,911 10,353
180天以上 104,615 98,551

289,389 323,790

13.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206,058 163,957
其他應付款項 40,429 32,474
應計開支 45,691 46,538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總額 292,178 242,969

本集團一般授予30至60天信貸期。貿易應付賬款根據到期日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30天 136,523 92,947
31－60天 39,666 44,181
61－90天 5,995 5,447
91－180天 6,050 6,926
180天以上 17,824 14,456

206,058 16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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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所發佈的經濟資料顯示，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
比增長6.3%。顯示中國經濟總體平穩發展。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496,110,000元，與二零一八
年同期比較下跌約11.2%。於回顧期內，CNC工具機業務的銷售額為約人民幣409,200,000元，
較去年同期下跌約13.3%，佔本集團整體收益約82.5%。另一方面，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叉車
業務之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6.4%至約人民幣34,870,000元，佔本集團整體收益約7.0%。此
外，停車設備業務於回顧期內之銷售額為約人民幣52,030,000元，比較去年同期下跌約3.8%，
佔總收益約10.5%。

毛利及毛利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毛利約人民幣114,980,000元，而整體毛利率約為23.2%，而去年同期之
毛利率為26.7%。

其他收入

於回顧期內，其他收入包含了一項賠償收入約人民幣80,440,000元。乃為FFG Werke GmbH（有
關CNC工具機產品之供應商）就於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年報內披露之一客戶向本集團之附屬公
司提出訴訟而向本集團作出之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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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及銷售費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及銷售費用為約人民幣61,820,000元，與去年同期
比較下跌約8.6%。於回顧期內，分銷及銷售費用佔本集團收益百分比約12.5%，而去年同期為
約12.1%。

行政費用

於回顧期內行政費用比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4.8%至約人民幣29,570,000元。主要由於管理層嚴
格控制開支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及虧損主要包含於回顧期內之匯兌收益（二零一八年：匯兌虧損）。

財務費用

於回顧期內，財務費用增加至約人民幣11,550,000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平均銀行
借貸增加所致。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佔聯營公司虧損為約人民幣80,760,000元（二零一八
年同期：分佔虧損約人民幣9,910,000元）。乃指於回顧期內分佔其位於德國的聯營公司的業
績。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21,130,000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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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展望

由於中美貿易關係緊張，將是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不確定因素。因此，管理層對二零一九
年下半年中國的經濟前景維持謹慎的態度。本集團會密切注意全球經濟走勢及市場變化，以
能抓緊機遇及減低營運風險。另一方面，管理層亦會繼續管控營運成本以使本集團能達致更
理想的營運效益。管理層對於本集團的長遠發展前景保持樂觀。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主要由內部經營活動現金流及現有銀行貸款作融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人民幣151,900,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12,670,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217,370,000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5,270,000元），而短期銀行借款約為人民幣615,750,000
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63,240,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額對流動負債總額）約為1.2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倍）。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含利息的債項總額對資產總值）約為26.8%（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5%），反映本集團整體財務狀況仍保持穩健。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股本為4,032,000港元，分403,200,000股每股0.01港元的股
份（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32,000港元，分為403,200,000股每股0.01港元的股份）。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合共約1,130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160位）全職僱員。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將定期依據市場趨勢、未來計劃及檢討僱員的個人
表現而制訂。除提供公積金計劃及國家管理社會福利計劃外，購股權（如有）可能根據對個別
僱員表現的評估向僱員授出，以作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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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樓宇建設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撥備的資本支出承擔
約人民幣41,580,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3,130,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限制性銀行存款約人民幣75,610,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9,990,000元），主要指有關銀行收到訴訟（於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年報內披
露的）的法院通知而凍結的銀行結餘。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以總賬面值人民幣83,410,000元（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5,360,000元）之土地使用權及樓宇抵押作本集團獲授之銀行貸款。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每股普通股
為人民幣0.05元）。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
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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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經向全
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回顧期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標準規
定。

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惟下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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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本公司董事會主席朱志洋先生
因商務工幹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根據本公司之章程
細則，該股東週年大會由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邱榮賢先生出任會議主席。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當
時的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陳向榮先生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八日離世。本公司董事會主席朱志
洋先生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七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儘管此兩角色從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起由同一位人士擔任，其部份責任由其他執行董事分擔以平衡權力。此外，所有重大決定均經
由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商議後才作出。另董事會包含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帶來不同獨
立之觀點。因此，董事會認為已具備足夠的權力平衡及保障。董事會將定期進行檢討及監督，
確保目前結構不會削弱本公司的權力平衡。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遵循企業管治守則以書面制訂職權範圍。審核
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顧福身先生（擔任主席）、江俊德先生及
余玉堂先生。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管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承董事會命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志洋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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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俊德先生及余玉堂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