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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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不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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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LAYMATES TOYS LIMITED 
彩星玩具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9)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業績公佈 
 

業績 
 

本公司之董事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

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一) 
 
收入 三 60,793 474,182 758,329 
銷售成本  (28,627) (223,293) (347,003) 
 
毛利  32,166 250,889 411,326 
 
市場推廣費用  (14,053) (109,613) (187,346) 
銷售及分銷費用  (3,475) (27,108) (30,627) 
行政費用  (15,668) (122,199) (119,222) 
應收貿易賬項減值虧損  (678) (5,287) - 
 
營運（虧損）／溢利  (1,708) (13,318) 74,131 
 
其他收入淨額 四 2,669 20,822 20,263 
融資成本  (401) (3,130) (5,735) 
佔一間聯營公司虧損  - - (133) 
 
除所得稅前溢利 五 560 4,374 88,526 
 
所得稅支出 六 (489) (3,812) (32,76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年度溢利  71 562 5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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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美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利 八 (附註十一) 
  

  基本  0.01 0.05 4.63 
     
  攤薄  0.01  0.05  4.61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一) 
 
年度溢利  71 562 55,764 
 
其他全面收益（包括重新分類調整）：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4,72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總全面收益  71 562 60,486 
 



 3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一)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68 6,773 10,799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759 5,920 5,920 
遞延稅項資產  4,163 32,472 27,871 

 
  5,790 45,165 44,590 

 
流動資產 
存貨  3,107 24,237 22,728 
應收貿易賬項 九 17,949 140,005 169,379 
已付按金、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賬項  1,917 14,952 12,104 
可退回稅項  349 2,720 16,114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 - 18,595 
現金及銀行結餘  129,248 1,008,131 1,021,159 

 
  152,570 1,190,045 1,260,079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賬項 十 4,668 36,411 24,387 
已收按金、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4,459  112,779 151,690 
一間聯營公司提供之貸款  748 5,831 5,831 
撥備  5,979 46,637 42,157 
應繳稅項  2,027 15,813 15,858 
 
  27,881 217,471 239,923 
 
流動資產淨值  124,689 972,574 1,020,156 
 
資產淨值  130,479 1,017,739 1,064,746 
 
權益 
股本  1,513 11,800 11,958 
儲備  128,966 1,005,939 1,052,788 
 
權益總額  130,479 1,017,739 1,06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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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詞泛指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規定而

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

適用披露規定。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歷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乃按公平價

值列賬。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零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年度財

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相符；惟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該等準則

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並自二零一八年一月一日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該等會計政

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二。 

 

二、 會計政策之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數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準

則、修訂及詮釋。其中，下列發展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客戶合約之收入及相關修訂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並無應用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修訂或詮釋。  

 

初步應用上述新準則、修訂及詮釋後，並無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毋須 

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權益期初結餘作出調整，亦毋須重報比較資料。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此準

則載列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和部分非金融項目合約買賣的確認及計量要求。  

 

(i)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將金融資產分類為三個主要類別：以攤銷成本計量， 

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該分類取代了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的持有至到期日之投資，貸款及應收款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的金融資產類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

資產的分類按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其合約現金流量的特性釐定。  

  



 5

本集團按攤銷成本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計量之金融資產於初步應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繼續其各自之分類及計量。本集團並無任何分類為按公平

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有關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規定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比較基本保持不變，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因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

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而導致其公平價值變動之部分須於其他全面

收益內確認（不可撥回）。 

 

本集團並無任何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負債，因此，有關金融負

債之新規定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影響。  

  

(ii) 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

「已產生虧損」模式。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要求對金融資產的相關信貸風險持續

計量，所以在此模式下預期信貸虧損的確認會較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已產生

虧損會計模式為早。 

 

本集團應用新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於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以按公平價

值計入損益賬計量的金融資產均不需進行預期信貸虧損評估。 

 

由於有關金融資產減值之會計政策出現此變動並無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產生重大

影響，因此毋須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權益期初結餘作出調整，亦毋須重報

比較資料。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之收入及相關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建立了確認來自客戶合約收入及若干成本的全面框架。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包括銷售貨物及提供服

務所產生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亦引入額外定性及定量披露規定，旨在讓財務報表使用者

了解客戶合約所產生的收入及現金流量的性質、金額、時間及不確定性。 

 

(i) 收入確認之時間 
 

早前，提供服務產生的收入隨時間確認，而銷售貨品的收入一般於貨品所有權

的風險及回報已轉移至客戶時確認。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入於客戶獲得合約的承諾貨物或服務的控制

權時確認。這可能在某一時點或一段時間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定了

以下對承諾貨物或服務的控制權被視為隨時間轉移的三種情況： 

 

A – 當客戶於實體履約時同時接受及使用實體履約所提供的利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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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當實體履約創造或改良一項於資產被創造或改良時由客戶所控制的資產

（如在建工程）時； 

  

C – 當實體的履約並無創造對實體而言具替代用途的資產，且該實體對迄今完

成的履約付款具有可行使權利時。 

 

倘合約條款及實體活動並不屬於該三種情況的任何一種，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5號，實體於某一時間點（即控制權轉移時）就銷售貨物或服務確認收

入。所有權風險及回報之轉移僅為於釐定控制權轉移發生時考慮的其中一項指

標。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確認收入的時間並無任何影響。  

 

(ii) 合約資產及負債的呈列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只有集團擁有無條件權利收取代價時，才會確

認應收款項。倘集團於收到代價或可無條件獲得合約承諾貨品及服務的代價前

確認有關收入，則該代價應分類為合約資產。同樣，在集團確認相關收入前，

當客戶支付代價或按合約規定客戶須支付代價且款項已到期時，該代價應確認

為合約負債而非應付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並無禁止實體於財務狀況表中就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

使用其他說明，惟有充足資料供財務報表使用者區分應收賬項及合約資產、應

付賬款及合約負債。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合約資產及於財務報表中繼續使用詞

彙「客戶及分銷商之按金」，而非合約負債。 

 
(iii) 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規定實體須將自客戶合約確認之收入分列為描述收入

及現金流量的性質、金額、時間及不確定性如何受經濟因素影響的分類。因

此，本集團已於附註三「收入及分部資料」中披露收入確定之時間。  

 

(c)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該詮釋為確定「交易日期」提供了指引，目的為確定實體以外幣收取或支付預付代

價的交易中初始確認相關資產、支出或收入時使用的匯率。該詮釋釐清「交易日

期」是指因支付或收取預付代價而產生的非貨幣性資產或負債的初始確認日期。如

果在確認相關項目前有多筆支付或收取的款項，則應以這種方式確定每筆款項支付

或收取的交易日期。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對集團的財務狀

況和財務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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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入及分部資料 

 

本集團主要從事玩具及家庭娛樂活動產品之設計、研發、市場推廣及分銷。本集團之收

入指玩具銷售，於客戶取得貨品控制權時確認。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來自玩具銷售之已確認收入為港幣474,182,000
元（二零一七年：港幣758,329,000元）。 

 

本集團根據向高級行政管理人員呈報以供彼等就分配資源至本集團業務分部及檢討該等

分部表現之定期內部財務資料識別營運分部及編製分部資料。根據本集團高級行政管理

人員用以制定策略性決定之內部報告，本集團僅有一個業務分部為玩具及家庭娛樂活動

產品之設計、研發、市場推廣及分銷。除所得稅前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可呈報分部

資產及可呈報分部負債並無單獨分析呈列。 

 

地區分部資料 
 

下表載列有關(i)本集團之收入及(ii)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

益（「指定非流動資產」）所在地區之資料。收入所在地區按客戶所在國家劃分。指定

非流動資產所在地區按資產實際所在地點（就物業、機器及設備而言），以及營運所在

地點（就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而言）劃分。 

 

 收入 指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註冊營業地點） 642 815 11,160 14,110 
 

美洲 
  － 美國 302,896 495,680 1,533 2,609 
  － 其他地區 39,898 49,206 - - 
歐洲  93,708 163,586 - - 
香港以外其他亞太地區 32,286 43,795 - - 
其他  4,752 5,247 - - 
 
  473,540 757,514 1,533 2,609 

 
  474,182 758,329 12,693 16,719 

 

 

主要客戶 
 

本集團之客戶基礎包括其中兩名（二零一七年：四名）客戶之交易額各佔本集團總收入

10%以上。向該等客戶進行銷售所得之收入分別為約港幣129,951,000元及港幣87,384,000
元（二零一七年：港幣186,022,000元、港幣126,885,000元、港幣114,339,000元及港幣

107,504,000元）。 

 



 8

四、 其他收入淨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15,767 10,572 
股息收入 254 236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淨額 4,731 4,424 
其他 70 5,031 

 

 20,822 20,263 
 

五、 除所得稅前溢利 

 

除所得稅前溢利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188,260 298,353 
存貨減值 685 184 
產品研發及工具費用 30,660 37,351 
特許權使用費支出 63,597 113,889 
客戶退貨、合作宣傳、撤單費用及運費撥備 36,096 21,211 
未提用之客戶退貨、合作宣傳、撤單費用及運費撥備撥回 (10,649) (1,274)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5,023 5,320 
董事及僱員薪酬 75,409 75,984 
應收貿易賬項減值虧損 5,287 - 
客戶折扣撥備 6,875 13,598 
客戶折扣撥備撥回 (2,769) - 
辦公室之營業租約支出 8,387 8,391 
匯兌收益淨額 (2,207) (5,721)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100) - 
核數師酬金 1,2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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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所得稅支出 

 

香港利得稅乃根據本年度所估計之應課稅溢利按稅率16.5%（二零一七年：16.5%）計

算。海外附屬公司之海外稅項乃按照適用稅務法例計算。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年度稅項 
 香港利得稅 - 6,372 
 海外稅項 8,433 26,305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香港 (20) - 
 
  8,413 32,677 
 
遞延稅項 
 暫時差異之產生及撥回 (4,601) (6,782) 
 美國稅率變動之影響（附註） - 6,867 
 
  (4,601) 85 
 
所得稅支出 3,812 32,762 
 
附註： 

該金額與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美國稅改法案成為法律（「美國稅改」）之影響有關，

美國稅改將美國企業聯邦稅率由 35%降低至 21%，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七、 股息 

 
(a) 本年度股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零港仙 
  （二零一七年：第一期中期股息每股 3 港仙） -  36,014 
中期股息每股零港仙 
  （二零一七年：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 3 港仙） -  35,409 

 
 -  71,423 
 

於二零一八年八月十日舉行之會議上，董事會不建議宣派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不建議宣派股息。 

 
(b) 於年内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股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年内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股息： 
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 3 港仙 
  （二零一七年：每股 5 港仙） 35,409  6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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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每股盈利 
 

每 股 基 本 盈 利 乃 根 據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溢 利 港 幣 562,000 元 （ 二 零 一 七 年 ： 港 幣

55,764,000元）及年內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1,182,693,000 股（二零一七年：

1,204,424,000股）計算。 
 
每 股 攤 薄 盈 利 乃 根 據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溢 利 港 幣 562,000 元 （ 二 零 一 七 年 ﹕ 港 幣

55,764,000元）及年內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1,185,421,000 股（二零一七年﹕

1,210,579,000股）計算，該股數經調整以反映2,728,000股（二零一七年﹕6,155,000股）

就購股特權行使具潛在攤薄作用股份之影響。 
 

九、 應收貿易賬項 

  

本集團通常以即期或遠期信用狀，或按六十天至九十天之信貸期之賒賬方式與客戶進行

交易。應收貿易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六十天 94,295 125,151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39,858 34,080 
九十一天至一百八十天 3,182 2,408 
一百八十天以上 2,670 7,740 
 
  140,005 169,379 
 

十、 應付貿易賬項 

 

應付貿易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天 35,163 20,984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415 2,645 
六十天以上 833 758 
 
 36,411 24,387 
 

十一、 美元等值 

 

有關數字祇作參考用途，並以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8元兌美金1元之匯率為

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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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彩星玩具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球營業額為港幣4億7,400萬元（二零

一七年：港幣 7 億 5,800萬元），較去年減少37 %。營業額減少乃由於二零一八年首九個月

內按計劃限制供應「忍者龜 」產品，為第四季度重新推出該品牌作準備。 

 

於二零一八年，美國仍是本集團 大市場，佔收入63.9 %。歐洲整體市場佔收入19.8 %，美

洲其他市場佔8.4 %，亞太區則佔6.9%。根據權威玩具消費市場研究公司－NPD 集團的數據

顯示，二零一八年美國玩具市場縮減 2.0%1，反映零售環境受Toys"R"Us結業、第四季度消

費氣氛疲弱及視頻遊戲的競爭等因素衝擊。英國及歐洲玩具市場亦受類似因素影響，而若干

個拉丁美洲玩具市場則受到宏觀經濟影響。 
 
玩具銷售毛利率為52.9%（二零一七年：54.2%）。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為二零一八年秋季

推出的新產品之開發及模具費用佔銷售額之百分比上升。經常性營運開支較二零一七年下降

23 %，反映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各項費用下降，以及管理行政開支穩定。 
 
股 東 應 佔 淨 溢 利 為 港 幣 60 萬 元 （ 二 零 一 七 年 ： 淨 溢 利 港 幣 5,580 萬 元 ） ， 當 中 包 括

Toys"R"Us應收貿易帳項撇帳港幣 530 萬元。 
 

品牌概覽 

 

「忍者龜」 
 
於二零一八年秋季，Nickelodeon 重新推出的「忍者龜」品牌的全新動畫片集「Rise of the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電視片集開播勢頭良好，並將於二零一九年透過定期播

放、廣播宣傳以及其他短片配合支持。Nickelodeon 已宣佈第二季片集將於二零一九年秋季

首映。 
 
我們對 Nickelodeon 有關「忍者龜」這個長青品牌的長遠計劃仍充滿信心。 
 
「Ben 10」 
 
Cartoon Network 的「Ben 10」動畫電視片集繼續於美國及若干國際市場熱播。第三季將於

二零一九年春季首映，並會推出多個變形組合及前所未有的外星人及敵人角色。我們正積極

拓展二零一九年秋季及以後的產品系列。 
 
「Power Players」 
 
我們將與一間全球獨立娛樂工作室ZAG合作推出動畫片集系列「ZAG HEROEZ: Power 
Players」。製作此動作喜劇片集將開創性採用電腦混合動畫技術，讓觀眾緊隨Axel探險，愛

冒險的他將躍身一變成為動作人偶，聯同其他玩具英雄團隊成員帶領小孩展開了一段奇幻歷

險旅程。 

 

                                                 
1 資料來源: The NPD Group / Retail Tracking Service Annual 2018 Adjusted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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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oon Network已獲得此片集的電視播影權，計劃將於二零一九年秋季播放。我們正開發多

個玩具系列並將於二零二零年年初推出，讓各地兒童仿如置身劇中，化身為當中的小英雄。 
 
在充滿挑戰的營運環境中，我們繼續秉持一貫行之有效的策略，集中資源管理已確立的品

牌，鞏固本集團的長遠盈利能力，同時亦積極審慎地物色符合本集團專長的新機遇。 

 

財務分析 

 

玩具業務基本上受行業季節性影響。因此，在每年下半年之銷售旺季中，應收貿易賬項之比

例一般會大幅上升。按照業內慣例，大部分應收貿易賬項會在第四季後期至下年度第一季內

收取，以致在銷售旺季中會對營運資金有額外需求。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

易賬項為港幣140,005,000元（二零一七年：港幣169,379,000元），而存貨為港幣24,237,000元

或佔營業額5.1%（二零一七年：港幣22,728,000元或佔營業額3.0%）。 
 
流動資金比率（即流動資產與流動負債之比率）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為5.5，於二零

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為5.3。 
 

本集團維持經常性業務及未來增長及發展所需之現金於充裕水平。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之現金及銀行結餘為港幣1,008,131,000元（二零一七年：港幣1,021,159,000
元），其中港幣734,041,000元（二零一七年﹕港幣980,053,000元）以美元計值，餘下結餘則

主要以港幣計值。 
 

本集團主要須就以美元為單位之銷貨承受外幣風險。由於港幣與美元間之匯率控制在一狹窄

幅度內，本集團並無對沖其外幣風險。外幣匯率長期變動將對綜合盈利有所影響。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年度內，本公司以介乎每股港幣1.06元至港幣1.11元不等之價格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購回15,45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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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全年，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並已遵從所有適用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其中一項關於規定主席

與行政總裁的角色須由不同人士擔任者除外。 

 

本公司並無指定行政總裁。董事會監督本集團的管理、業務、策略及財務表現。本集團的日

常業務由執行董事共同處理。執行董事於高級管理人員協助下獲授權負責本集團業務運作及

營運和業務決策。董事會認為該架構乃適當，可確保有效管理及監控本集團業務及營運。上

文概述的架構將定期檢討以確保企業管治維持穩健。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理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例，並討論有關風險管理及內部監

控、内部審核職能的效力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

度之賬目。 

 

 

 

董事會代表 

杜樹聲 

主席 
 

香港，二零一九年二月二十八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杜樹聲先生(主席) 、陳光強先生(執行董事)、鄭炳堅先生(執行董事)、周宇俊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李正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楊岳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識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