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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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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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及二零二零
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472,756 382,660
收益成本 5 (365,250) (294,324)

毛利 107,506 88,336
其他收入 6 26,747 26,656
分銷及銷售費用 (49,567) (44,085)
行政費用 (28,488) (29,062)
研發成本 (19,665) (10,600)
貿易應收賬款及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撥回 2,605 –
其他收益及虧損 (2,745) 3,836
其他營運費用 – (2,022)
財務費用 (7,590) (9,646)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384) (705)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61,243) (11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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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虧損 7 (32,824) (89,120)
所得稅開支 8 (6,999) (6,16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39,823) (95,287)

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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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137)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7,391 (1,423)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9,420) 3,260

(12,029) 1,837

(11,985) 1,7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51,808) (93,587)

每股虧損（以每股人民幣元列示）

－基本 9 (0.10) (0.24)



– 3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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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92 204,098
使用權資產 121,205 122,251
無形資產 3,044 1,047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21,877 22,26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1 15,046 88,274
遞延所得稅資產 27,738 28,551

384,402 466,482

流動資產
存貨 399,810 431,164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2 207,680 166,688
合約資產 69,077 52,653
應收貸款 47,593 49,69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款項 108,311 120,105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3,824 1,008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36 8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的 
聯營公司款項 30,299 28,087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455 644
應收聯營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款項 397,479 370,849
限制性銀行結餘 68,089 139,426
銀行及現金結餘 40,031 104,014

1,372,784 1,46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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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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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3 439,630 471,137
合約負債 343,685 260,711
遞延收益 1,410 1,410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53 1,503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5,599 15,627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985 2,005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437 517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22,886 24,111
租賃負債 2,431 2,623
訴訟申索撥備 – 36,335
退貨負債 – 106,211
即期稅項負債 23,087 25,272
銀行及其他借貸 397,368 423,814
保證撥備 3,413 3,409

1,252,084 1,374,685

流動資產淨值 120,700 89,6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05,102 556,134

非流動負債
其他借貸 39,421 38,506
遞延收益 71,565 72,270
租賃負債 3,055 2,489

114,041 113,265

資產淨值 391,061 44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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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3 53,202
保留盈利 186,346 226,125

總權益 391,061 44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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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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會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批准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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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之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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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該等發展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
無採用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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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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工具機 410,684 293,710
停車設備 62,072 74,945
叉車 – 14,005

472,756 38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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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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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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收益（均來自外部銷售） 410,684 62,072 – 472,756
收益成本 (309,607) (54,789) (854) (365,250)

分類溢利 101,077 7,283 (854) 10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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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收益（均來自外部銷售） 293,710 74,945 14,005 382,660
收益成本 (219,472) (60,979) (13,873) (294,324)

分類溢利 74,238 13,966 132 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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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原材料 3,532 2,341
與收入相關的政府補貼* 12,386 6,006
維修收入 7,669 6,491
租金收入 437 621
利息收入 1,323 2,174
諮詢收入 – 8,368
其他 1,400 655

26,747 26,656

* 政府補貼主要指返還有關銷售工具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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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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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5 3,24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195 8,511
無形資產攤銷 497 295

折舊及攤銷總額 11,577 12,054
資本化於存貨 (4,074) (4,239)

7,503 7,815

對下列各項進行分析：
於銷售費用扣除 435 571
於行政費用扣除 6,095 5,644
於其他費用扣除 645 1,358
於研究開支扣除 328 242

7,503 7,815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45,370 294,324
（存貨減值撥回）╱存貨減值淨額 (193) 1,25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虧損 61 40
淨匯兌虧損 2,745 1,889
保證撥備 2,503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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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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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3 7,223
遞延稅項（開支）抵免 (1,104) (1,056)

6,999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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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杭州友佳獲相關政府當局批准延續其高新技術企業稱號，有權於二零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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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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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39,823,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95,287,000元）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403,074,000
股股份（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403,074,000股股份）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人民幣元） (0.1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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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10.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並無宣派及派付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予本公司擁
有人（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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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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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380 556,380
分佔收購後虧損及其他全面收益 (562,445) (508,637)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1,111 40,531

15,046 8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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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及聯營公司於
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總資產及負債列示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3,059,415 3,587,680
負債 2,835,785 2,849,831
分佔虧損 (61,243) (111,828)
分佔其他全面收益* 7,435 (1,560)

* 分佔其他全面收益指合共分佔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人民幣7,391,000元（二零二零
年：人民幣(1,423,000元）及界定福利計劃之重新計量收益人民幣44,000元（二零二零年：人
民幣(137,000)元）。

12.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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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48 168,234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7,900) (39,846)

146,148 128,388

預付款項 19,443 11,224
其他應收款項 42,089 27,076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總額 207,680 16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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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30天 21,268 16,127
31 – 60天 14,153 11,620
61 – 90天 1,799 1,631
91 – 180天 24,261 21,304
180天以上 84,667 77,706

146,148 128,388

13.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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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45 154,431
應付票據 218,909 233,382
其他應付款項 34,724 43,719
應計開支 25,852 39,605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總額 439,630 471,137

本集團一般從其供應商獲得30至90天信貸期。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根據到期日呈列的賬齡
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30天 98,796 100,386
31 – 60天 75,348 78,736
61 – 90天 69,413 68,407
91 – 180天 119,216 118,333
180天以上 16,281 21,951

379,054 38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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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中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經濟穩定恢復。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所發佈
的資料顯示，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12.7%。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472,760,000元，與二零二零
年同期比較上升約23.5%。於回顧期內，CNC工具機業務的銷售額為約人民幣410,690,000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約39.8%，佔本集團整體收益約86.9%。另一方面，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叉車
業務並無銷售。此外，停車設備業務於回顧期內之銷售額為約人民幣62,070,000元，比較去年
同期下跌約17.2%，佔總收益約13.1%。

毛利及毛利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毛利約人民幣107,510,000元，而整體毛利率約為22.7%，與去年同期比
較大致持平。

分銷及銷售費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及銷售費用為約人民幣49,570,000元，與去年同
期比較增加約12.4%。於回顧期內，分銷及銷售費用佔本集團收益百分比約10.5%，而去年同
期為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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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費用

於回顧期內行政費用比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0%至約人民幣28,490,000元。

財務費用

於回顧期內，財務費用減少至約人民幣7,590,000元，主要由於回顧期內的銀行借款利率下跌
所致。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佔聯營公司虧損為約人民幣61,240,000元（二零二
零年同期：分佔虧損約人民幣111,830,000元）。乃指於回顧期內分佔其位於德國的聯營公司
「FFG European and American Holdings GmbH」的業績。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39,820,000元。而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95,290,000元。

前景展望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繼續從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復甦。本集團的CNC工具機業務於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的訂單量保持增勢，致令這業務的收入比較去年同期相比錄得顯著增長。雖
然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業績因仍需分佔位於德國的聯營公司之虧損而錄得虧損，惟此分佔
聯營公司虧損屬非現金項目，因此對本集團的經營現金流量並無影響。另外，在計入此項目
前，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乃錄得除稅前溢利約人民幣28,420,000
元。因此，管理層認為本集團的整體財務狀況仍然維持穩健。

展望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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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透過高效的管理，持續提升營運效率。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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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因此對於本集團的長遠發展前景保持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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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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40,03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104,01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
120,7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9,650,000元），而短期銀行借款約為人
民幣397,37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23,81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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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倍（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1倍）。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含利息的債項總額對資產總值）
約為22.6%（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9%），反映本集團整體財務狀況仍保持穩健。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股本為4,030,740港元，分403,074,000股每股0.01港元的
股份（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30,740港元，分為403,074,000股每股0.01港元的股份）。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合共約940位（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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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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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25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限制性銀行結餘約人民幣68,09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9,430,000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以總賬面值人民幣79,650,000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0,630,000元）之土地使用權及樓宇抵押作本集團獲授之其他借貸。



– 16 –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私有化建議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要約人友佳實業（香港）有限公司要求董事會向協議安排股東提
出建議以協議安排方式將本公司私有化的建議事項，當中涉及註銷協議安排股份，以及作為
其代價，向協議安排股東支付1.50港元註銷價，並分別撤銷股份及台灣存託憑證於香港聯合
交易所及台灣證券交易所之上市地位。有關建議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及要約人刊發日期為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的聯合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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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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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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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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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因其他業務活動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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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顧福身先生出任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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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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玉堂先生及
高文誠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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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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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三名執行董事：朱志洋先生、陳明河先生及温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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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