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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20）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由於我們主要市場需求回升，本集團的收入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顯著恢復。

於報告期的收入增加約106.4%至約32,08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5,545,000
港元）。期內，服裝業務收入為26,63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9,936,000港
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增加168.0%。貸款融資業務收入約為5,451,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5,609,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減少2.8%；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2,423,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毛虧損33,000港元）。服裝業務錄得毛虧損約3,028,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5,642,000港元），而貸款融資業務錄得毛利約5,451,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5,609,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約為20,52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8,586,000港
元），減少約28.2%。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減少主要分別由於收入增
加、銷售及分銷費用減少及行政開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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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存貨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1,971,000港元增加約46.9%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約17,591,000港元。存貨增加主要由於 (i)每年第二
季度開始，本集團客戶一般都開始因應即將來臨的旺季而向本集團下達冬季

服飾的訂單；(ii)就該旺季訂單的生產，本集團一般需要購入更多新原料，
以致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而言堆積大量原

料存貨；

•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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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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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32,081 15,545

銷售成本  (29,658) (15,578)
   

毛利╱（虧損）  2,423 (33)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3,700 3,989

銷售及分銷費用  (4,508) (5,354)

行政開支  (21,391) (27,004)

融資成本  (122) (184)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19,898) (28,586)

所得稅開支 7 (624)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  (20,522) (28,58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可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收益╱（虧損）  170 (38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0,352) (28,97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港仙） 9 (1.21)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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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9,130 9,620
使用權資產  5,928 6,445
商譽  34,632 34,632
無形資產  800 800
應收貸款及利息 13 1,409 –
遞延稅項資產  599 599
   

  52,498 52,096
   

流動資產

存貨 11 17,591 11,971
貿易應收款項 12 15,126 19,136
應收貸款及利息 13 147,738 108,762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764 12,594
可收回稅項  – 594
以公平值計量且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財務資產 14 12,156 –
現金及銀行結存  15,087 78,547
   

  219,462 231,60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5 25,322 24,651
預提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收款項  17,629 13,098
合約負債  754 2,551
其他借款 16 5,807 –
租賃負債 17 2,777 3,654
稅項撥備  31 –
   

  52,320 43,954
   

流動資產淨值  167,142 187,65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9,640 23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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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7 1,567 1,321
   

資產淨值  218,073 238,42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8 16,900 16,900

儲備  201,173 221,525
   

權益總額  218,073 23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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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法定儲備 換算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6,900 375,963 2,988 3,344 1,485 (162,255) 238,425

期間虧損 – – – – – (20,522) (20,522)

其他全面收益

–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
  報表的匯兌收益 – – – – 170 – 170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170 (20,522) (20,35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6,900 375,963 2,988 3,344 1,655 (182,777) 218,073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6,900 375,963 2,988 3,344 142 (94,140) 305,197

期間虧損 – – – – – (28,586) (28,586)

其他全面收益

–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
  報表的匯兌虧損 – – – – (389) – (389)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389) (28,586) (28,97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6,900 375,963 2,988 3,344 (247) (122,726) 27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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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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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4,961) (27,996)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3,457) 4,178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5,054 (2,14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63,364) (25,96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8,547 100,997

匯率影響淨額 (96) (21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087 7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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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分別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及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51號資本中心7
樓706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服裝設
計、製造及貿易及提供貸款融資服務。本集團的業務營運於期內並無重大變動。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a)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
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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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惟就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就於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應用的準則、修訂及詮釋除外。

財務報表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
調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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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本期內，本集團已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
的年度期間首次生效及與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相關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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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乃本集團從事可賺取收益及引致開支的商業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經營分
部乃根據本集團的最高營運決策人獲提供及定期審閱以作為分部資源分配及表現評
估的內部管理呈報資料為基礎而確定。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已確定服裝設計、製造
及貿易以及提供貸款融資服務為本集團的可呈報經營分部。

該等經營分部各自單獨進行管理，因為彼等各自需要不同的業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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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內向執行董事提供的可報告分部之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服裝設計、 貸款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製造及貿易 融資服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與客戶合約的收入

銷售貨品 26,630 – 26,630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應收貸款的利息收入 – 5,451 5,451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26,630 5,451 32,081
   

分部（虧損）╱溢利 (15,935) 2,706 (13,229)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2
未分配企業支出   (6,549)
融資成本   (122)
   

除所得稅前虧損   (19,898)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56,722 207,569 264,291
其他公司資產   7,669
   

總資產   271,960
   

分部負債 44,105 8,059 52,164
其他公司負債   1,723
   

總負債   53,887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折舊 2,349 1,078 3,427
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撥回 297 – 297
應收貸款及利息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 1,106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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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服裝設計、 貸款
 （未經審核） 製造及貿易 融資服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與客戶合約的收入

銷售貨品 9,936 – 9,936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應收貸款的利息收入 – 5,609 5,609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9,936 5,609 15,545
   

分部虧損 (17,962) (4,837) (22,799)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571
未分配企業支出   (6,174)
融資成本   (184)
   

除所得稅前虧損   (28,586)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分部資產 69,540 149,789 219,329
其他公司資產   64,371
   

總資產   283,700
   

分部負債 41,115 845 41,960
其他公司負債   3,315
   

總負債   45,275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折舊 2,399 1,079 3,478
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撥回 436 – 436
應收貸款及利息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 7,087 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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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營運的主要地點位於中國（包括香港）。管理
層將本集團的主要經營地點香港定為本集團居籍所在地。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按以下地區劃分：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22,413 6,581
香港 9,388 8,950
其他 280 14
  

 32,081 15,545
  

外部客戶的地理位置是根據客戶居籍地劃分。

本集團的客戶基礎龐大，其中只有下列客戶的交易額超過本集團收入10%。於報告期
內，來自該等客戶的收入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19,659 2,364
客戶乙 3,937 3,239

4. 收入

收入指期內應收貸款的利息收入及服裝銷售，並已減去退貨、折扣、回扣及與銷售
有關的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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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 571
加工收入 1,365 2,223
出售以公平值計量且
 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財務資產的收益 965 –
以公平值計量且變動
 計入當期損益的財務資產的公平值收益淨額 448 –
政府資助 857 –
其他 63 1,195
  

 3,700 3,989
  

6.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 –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9,658 15,57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04 1,229
使用權資產折舊 2,785 2,789
匯兌差額虧損淨額 196 20
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撥回 (297) (436)
應收貸款及利息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1,106 7,087
短期租賃開支 48 46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7,749 1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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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收取的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624 –
期內扣除的遞延稅項： – –
  

 624 –
  

(i) 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及開曼群島所得稅

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及開曼群島的規則和法例，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毋須繳納該等司法權區的任何稅項（二零二零年：無）。

(ii) 香港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按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二零二零年：16.5%）計
算，除根據自二零一八╱一九課稅年度起生效的新兩級制利得稅率，合資格實
體的首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按8.25%（二零二零年：8.25%）計稅。

(iii)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中國內地附屬公司期內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25%（二零二零
年：25%）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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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國預扣所得稅

根據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頒佈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起，將對在中國內地成立的公司向其海外投資者宣派的股息徵收10%
的預扣所得稅。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後中國內地公司產生溢利帶來的股息須
繳納預扣所得稅。本集團適用的預扣所得稅率為5%（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5%）。

(v) 美國企業所得稅

美國企業所得稅包括按15%（二零二零年：15%）計算的聯邦企業所得稅，以及
對本集團於美國附屬公司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不同匯率計算的州和地方所得稅。

8. 股息

概無股息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付或擬派予本公司擁有人（二零
二零年：無），且自報告期末起至本公告日期亦無擬派任何股息。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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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8,586,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1,690,000,000股普通股（二零二零年：
1,690,0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並無任何潛在可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等同每股基本虧損。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使用約61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無）
之資本開支用於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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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及耗材 5,501 4,051
在製品 677 864
製成品 11,413 7,056
  

 17,591 11,971
  

12. 貿易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5,474 19,781
減：減值虧損 (348) (645)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15,126 19,136
  

貿易應收款項按原發票值確認，即該等貿易應收款項於初步確認時的公平值。本集
團的貿易應收款項歸於多個具備信貸期的獨立客戶。本集團通常准許其客戶介乎10
至180日（二零二零年：10至180日）的信貸期。

貿易應收款項不計息。本公司董事認為，貿易應收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的公
平值，與其賬面值並無重大差別，因為此等結餘肇始時的期限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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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2,473 8,897
31至60日 78 4,403
61至90日 142 2,230
91至180日 – 913
超過180日 2,433 2,693
  

 15,126 19,136
  

13. 應收貸款及利息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即期

應收貸款 1,409 –
  

即期

應收貸款 162,483 123,763
應收利息 6,170 4,808
減：減值虧損 (20,915) (19,809)
  

 147,738 108,762
  

 149,147 108,762
  

本集團的應收貸款及利息以港元計值，產生自於香港提供公司貸款、個人貸款及物
業按揭貸款的貸款融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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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公平值計量且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財務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12,156 – – 12,156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 – – –
    

15. 貿易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25,322 24,651
  

供應商給予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信貸期一般介乎15至120日（二零二零年：15至
1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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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款項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3,863 8,586
31至60日 5,741 1,864
61至90日 988 2,081
91至180日 828 6,961
超過180日 3,902 5,159
  

 25,322 24,651
  

16. 其他借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

孖展貸款，有抵押 5,807 —
  

本集團應償還之其他借款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或按要求 5,807 —
  

附註：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孖展貸款5,80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以港元計值，按貸款基礎利率現行利率加3.00%的年利率（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計息，且以本集團之以公平值計量且變動計
入當期損益的財務資產約12,156,000港元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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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租賃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部分：

租賃負債 2,777 3,654
  

非即期部分：

租賃負債 1,567 1,321
  

 4,344 4,975
  

18. 股本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1,690,000,000 1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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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已訂立以下重大關聯方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薪酬 2,245 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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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 (i)服裝產品的設計、製造及貿易，即服裝業務；及 (ii)提供貸款融
資服務，即貸款融資業務。

收入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由於主要市場需求回升，本集團收入明顯恢復。報告期內收

入增加約106.4%至約32,08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5,545,000港元）。

服裝業務

服裝業務收入主要源自銷售服裝產品。本集團的產品可分為兩大類，即貼牌產品與

自有品牌產品。貼牌產品是按本集團客戶擁有或指定的私有品牌設計製造的產品，

而自有品牌產品則是在本集團專屬品牌名下設計和製造的產品。

我們的大部分服裝產品出口到美國，而美國市場是我們服裝業務的主要市場。在強

力的財政措施及貨幣政策支持下且隨著大規模疫苗接種活動的推出，美國經濟於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重拾增長勢頭。由於COVID-19疫情已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大眾在
應對疫情方面變得更有經驗且更加適應COVID-19疫情下的日常生活。市民的日常
生活及商業活動逐步復甦。報告期內服裝業務收入增加約168.0%至約26,630,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9,936,000港元）。

由於復甦情況仍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及挑戰，我們對接下來二零二一年下半年的服裝

業務持審慎樂觀態度。最大的挑戰仍來自不斷威脅到我們日常生活的COVID-19疫
情，尤其是變種病毒已在全球不同地區快速擴散。此情況警示著病毒持續構成的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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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融資業務

由於期內本地疫情得到良好控制，香港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出現復甦。然而，由於

疫情、社交距離規定及旅行限制持續對若干行業產生影響，經濟復甦程度並不平

均。我們的貸款融資業務主要為香港個體消費者及小型企業提供貸款。報告期貸款

融資業務的收入約為5,45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5,609,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
同期下跌約2.8%。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貸款及利息預期信貸虧損撥備約
為20,915,000港元，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應收貸款及利息預期信貸虧
損撥備約19,809,000港元增加約1,106,000港元。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2,42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毛虧
損33,000港元）。服裝業務錄得毛虧損約3,02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5,642,000港
元），而貸款融資業務錄得毛利約5,45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5,609,000港元）。

由於報告期內訂單增加以致服裝業務收入增加，因此材料成本、加工成本及生產間

接費用隨之增加。另一方面，勞動力工資下降導致我們的二零二一年服裝業務毛虧

損較二零二零年同期縮小。

貸款融資業務的毛利約5,45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5,609,000港元）。期內貸款融
資業務的毛利率為100%（二零二零年：100%），因為貸款融資業務產生收入的同時
並無產生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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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費用

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包括：(i)就交付產品的運輸費用；(ii)作為使用權資產的陳列
室租賃的折舊；及 (iii)銷售代表的員工成本。報告期內，產生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約
為4,508,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5,354,000港元），減少約15.8%。於二零二一年上
半年，由於交付產品較多，因此運輸費用增加。除運輸費用外，期內的大部分銷售

及分銷費用均錄得下降。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 (i)員工成本；(ii)專業費用；及 (iii)使用權資產折舊。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行政開支約為21,39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27,004,000港元），減少約20.8%。行政開支減少主要由於就應收貸款及利息的預期
信貸虧損撥備而新增的計提金額減少。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我們就應收貸款及利

息的預期信貸虧損進一步計提撥備約1,10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7,087,000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約為20,52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8,586,000港元），
減少約28.2%。如上文所討論，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減少主要由於收入增
加，及銷售及分銷費用以及行政開支分別減少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由內部資源撥付營運資金。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存約15,08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78,547,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借款及租賃負債總額約
10,15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75,000港元），其中約8,584,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54,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所有餘下租賃
負債約1,56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21,000港元）須於一年後償
還。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約4.19（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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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以公平值計量且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財務資

產約12,156,000港元已予抵押，作為本集團其他借款的擔保。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或質押任何資產。

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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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按借款及租賃負債總額除以總股

本計算）為約4.7%（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

庫務政策

本集團已對其庫務政策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方針，故在整個回顧期內維持健康的流

動資金狀況。本集團致力透過進行持續的信貸評估及評估其客戶的財務狀況以降低

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緊密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以確保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資金結構可應付其不時的資金需求。

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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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取得的大部分收入為美元，而我們的絕大部分成本以人民幣（「人民幣」）計

值。因此，倘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而本集團無法相應調高其產品售價，將直接降低

本集團的毛利率。倘本集團因人民幣升值而調高其產品售價，則可能影響本集團相

較其他競爭對手的競爭力。由於本公司需要將未來融資兌換成人民幣以供本集團營

運之用，人民幣兌相關外幣升值將對本公司兌換而收取的人民幣款項之購買力造成

不利影響。

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受中國政府政策與全球政治及經濟狀況影響。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93名僱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8名僱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
為17,749,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7,829,000港元。酬
金乃參照市場標準及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歷及經驗釐定。

日後重大投資計劃或資本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具體的重大投資計劃或資本資產（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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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審核、內部控

制及財務申報事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成員審閱且彼等就此提供意見及建議。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一向致力於維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以保障其股東權益並提高企業價值。本

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乃基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

繼前董事會主席辭任後，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日至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期間，

董事會未能符合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條及第A.5.1條，擁有主席及由董
事會主席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提名委員會主席的規定。

此外，繼本公司一名前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後，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至二零

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期間，本公司未能符合以下規定：(i)根據上市規則第3.10(1)
條，董事會須擁有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ii)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審核
委員會至少須由三名成員組成。

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委任新任董事會主席及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委任本

公司新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後，本公司已重新遵守上市規則以及企業管治守則的規

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報告期內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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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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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

自身的證券交易操守準則（「交易規定標準」）。本公司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

認，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交易規定標準。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須記

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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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身份╱權益 所持 概約權益

姓名 性質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鄧澍焙 實益擁有人 5,000,000 0.3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

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權證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
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或記錄於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標
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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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或獲另行告知，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5%或以上權益而記錄於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法團或人士（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詳情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身份╱權益 所持 概約權益

姓名╱名稱 性質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New Seres CEFC Investment 實益擁有人（附註1） 860,120,000 50.89%

 Fund LP（清盤中）
 （「New Seres」）

Jess Shakespeare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 860,120,000 50.89%

 （為New Seres
 的共同及個別清盤人）

莊日杰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 860,120,000 50.89%
 （為New Seres
 的共同及個別清盤人）

蘇文俊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 860,120,000 50.89%
 （為New Seres
 的共同及個別清盤人）

New Seres International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3） 860,120,000 50.89%

 Asset Management
 (Cayma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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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權益 所持 概約權益

姓名╱名稱 性質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上海至輝投資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4） 860,120,000 50.89%

 （前稱新絲綢之路投資
 有限公司）

上海承羿企業管理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5） 860,120,000 50.89%

 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上海承羿商務諮詢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6） 860,120,000 50.89%

 有限公司

上海華信金融服務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7） 860,120,000 50.89%

 有限公司

上海華信國際集團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8） 860,120,000 50.89%

 有限公司

上海市華信金融控股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9） 860,120,000 50.89%

 有限公司

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0） 860,120,000 50.89%

上海能源基金投資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1） 860,120,000 50.89%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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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權益 所持 概約權益

姓名╱名稱 性質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中國華信國際股權投資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2） 860,120,000 50.89%

 有限公司

上海中安聯合投資基金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3） 860,120,000 50.89%

 股份有限公司

永事利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4） 860,120,000 50.89%

 （已告解散（被除名））

上海華信集團（香港）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5） 860,120,000 50.89%

 有限公司（清盤中）

蘇衛忠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6） 860,120,000 50.89%

Yi Qianru女士 被視作為配偶的權益及 860,120,000 50.89%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7）

韓雯靜女士 被視作為配偶的權益及 860,120,000 50.89%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8）

李勇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9） 860,120,000 50.89%

馮秋菱女士 被視作為配偶的權益及 860,120,000 50.89%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0）

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 包銷商（附註21） 860,120,000 50.89%

Galaxy Sky Investments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1） 860,120,000 50.89%

 Limited



– 32 –

 身份╱權益 所持 概約權益

姓名╱名稱 性質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Kingston Capital Asia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1） 860,120,000 50.89%

 Limited

金利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1） 860,120,000 50.89%

Active Dynamic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1） 860,120,000 50.89%

 Limited

李月華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1） 860,120,000 50.89%

威峰實業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22） 283,994,000 16.80%

信銘生命科技集團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2） 283,994,000 16.80%

 有限公司

亞聯創富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2） 283,994,000 16.80%

李少宇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2） 283,994,000 16.80%

保齡寶國際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23） 240,000,000 14.20%

保齡寶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3） 240,000,000 14.20%

華珍 實益擁有人 87,000,000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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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New Seres為一家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在開曼群島註冊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合夥，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一日被頒令清盤。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
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之公告。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的公告所披露，(i) New Seres, (ii)清盤人與
(iii)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包銷商」）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訂立包銷協議（「包銷協
議」）。根據包銷協議，New Seres已委任包銷商（作為一名包銷商）以出售New Seres
所持有的860,120,000股本公司股份。該等股份已向五名承配人（「承配人」）配售，配
售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完成。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
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之公告。

2. 繼New Seres被 頒 令 清 盤 及PwC Corporate Finance & Recovery (Cayman) Limited的
Jess Shakespeare先生和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莊日杰先生和蘇文俊先生獲委任
為New Seres的共同及個別清盤人（「清盤人」）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清盤人被視
為於本公司860,12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50.89%。清
盤人應具有的權力包括但不限於接管、收集和獲取New Seres的財產，並通過公開拍
賣或私人合約形式出售New Seres的任何財產，並具有轉讓全部或部份財產的權力或
出售給任何人。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
十二日之公告。

3. 據董事所知，New Seres Inter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Cayman) Limited為New Seres
的普通合夥人，並分別由上海至輝投資有限公司（前稱「新絲綢之路投資有限公司」）
及上海華信金融服務有限公司擁有50%權益。

4. 據董事所知，上海至輝投資有限公司（前稱「新絲綢之路投資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前
董事郭林先生（「郭先生」）擁有40%權益，由上海承羿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擁有60%權益。

5. 據董事所知，上海承羿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由（其中包括）上海承羿商務諮
詢有限公司擁有1%權益，由郭先生擁有45%權益，及由本公司前董事蔣恬青先生
（「蔣先生」）擁有22%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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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據董事所知，上海承羿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分別由郭先生擁有80%權益及蔣先生擁有
20%權益，及為上海承羿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的普通合夥人。

7. 據董事所知，上海華信金融服務有限公司由上海華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擁有100%權
益。

8. 據董事所知，上海華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由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擁有54.14%權
益，由上海市華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擁有32.41%權益，及由中國華信國際股權投資
有限公司擁有13.45%權益。

9. 據董事所知，上海市華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由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擁有約87.67%
權益，由蘇衛忠先生擁有約6.17%權益，由鄭雄斌先生擁有約4.93%權益，及由上海
中安聯合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擁有約1.23%權益。

10. 據董事所知，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由上海能源基金投資有限公司擁有99.05%權益。

11. 據董事所知，上海能源基金投資有限公司由中國華信國際股權投資有限公司擁有
100%權益。

12. 據董事所知，中國華信國際股權投資有限公司由上海中安聯合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擁有80%權益。

13. 據董事所知，上海中安聯合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的實益股東為蘇衛忠先生（擁有約
50%權益）、李勇先生（擁有約49%權益）及鄭雄斌先生（擁有約1%權益）。

14. 據董事所知，永事利有限公司為New Seres的有限合夥人，並由上海華信集團（香港）
有限公司（清盤中）擁有100%權益。經本公司通過合理的努力進行公眾查冊，本公司
留意到永事利有限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已告解散（被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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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據董事所知，上海華信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清盤中）由上海華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擁有85.74%權益及由Gain Sun Ventures Limited擁有14.26%。

16. 據董事所知，蘇衛忠先生持有上海中安聯合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50%的股份。

17. Yi Qianru女士為郭先生的配偶，因而被視為於郭先生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
益。

18. 韓雯靜女士為蔣先生的配偶，因而被視為於蔣先生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19. 李勇先生持有上海中安聯合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49%的股份。

20. 馮秋菱女士為李勇先生的配偶，因而被視為於李勇先生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擁有
權益。

21.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的公告所披露，(i) New Seres、(ii)清盤人與
(iii)包銷商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訂立包銷協議（「包銷協議」）。根據包銷協議，New 
Seres已委任包銷商為包銷商以出售其所持有的860,120,000股本公司股份，而包銷商
已同意按悉數包銷基準承擔全數股份之包銷承諾。

根據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提交之權益披露，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由Galaxy Sky 
Investments Limited擁有 100%權益，Galaxy Sky Investments Limited則由Kingston 
Capital Asia Limited擁有100%權益，而Kingston Capital Asia Limited則由Kingston 
Financial Group Limited金利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擁有100%權益。Kingston Financial 
Group Limited金利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由Active Dynamic Limited擁有74.6%權益，
而Active Dynamic Limited則由李月華擁有100%權益。

22.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公告所披露，World Field Industries 
Limited威峰實業有限公司乃五名承配人其中之一。

根據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提交之權益披露，World Field Industries Limited威峰
實業有限公司由Green Astute Limited芊睿有限公司擁有100%權益，Green Astute 
Limited芊睿有限公司則由Hao Tian Media & Culture Holdings Limited昊天媒體文化控
股有限公司擁有100%權益，而Hao Tian Media & Culture Holdings Limited昊天媒體
文化控股有限公司則由Aceso Life Science Group Limited信銘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474.HK））擁有100%權益。Aceso Life Science 

Group Limited信銘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由Asia Link Capital Investment Holdings Ltd.
亞聯創富控股有限公司擁有44.54%權益，而Asia Link Capital Investment Holdings Ltd.
亞聯創富控股有限公司則由李少宇擁有10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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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公告所披露，保齡寶國際有限公司乃
五名承配人其中之一。

根據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提交之權益披露，保齡寶國際有限公司由保齡寶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保齡寶生物」，其股份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2286.
SZ））擁有100%權益。根據保齡寶生物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
網站（www.szse.cn）刊發之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度報告，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保齡寶生物由北京永裕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永
裕」，為保齡寶生物之最大股東）擁有12.8%權益；以及根據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網
（qyxy.scjgj.beijing.gov.cn）所刊發之資料，北京永裕由戴斯覺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

士╱實體（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其集團成員公司或相聯法團

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
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的登記冊或另行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報告期後重要事件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前控股股東New Seres原持有的本公司
860,120,000股股份以配售方式出售。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
二十七日的公告。

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使本公司可向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全職或兼職僱員（「合

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所作貢獻之獎勵或回報。本公司於二

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據此，董事會獲授權

可全權酌情依照該計劃之條款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予合資格參與者。該

計劃由本公司上市日期起十年期內一直有效及生效。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該計劃可供發行之股份總數為60,000,000股，佔本公司經擴大
已發行股本之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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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採納該計劃起及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股權授出、行

使、失效或註銷，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根據該計劃未行使之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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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香港華信金融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田一妤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董事：

執行董事： 田一妤女士

 張家龍先生

 陳明亮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鄧澍焙先生

 韓銘生先生

 羅詠詩女士太平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