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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董事會謹公佈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及去年同期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430,998  1,533,094 

銷售成本   (1,183,088)  (1,287,456) 

  ───────────  ─────────── 

毛利   247,910  245,638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4 2,510  (3,456) 

銷售及分銷費用   (81,488)  (97,351) 

一般及行政開支   (177,653)  (184,914)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5,785)  (2,196) 

  ───────────  ─────────── 

經營虧損  5 (14,506)  (42,279) 

 

*僅供識別  

http://www.hkstarlite.co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starlite


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721  443 

融資成本   (10,563)  (7,813) 

  ───────────  ────────── 

融資成本—淨額  6 (9,842)  (7,370) 

  -------------------  ------------------ 

除稅前虧損   (24,348)  (49,649) 

所得稅開支  7 (13,577)  (4,787) 

  ───────────  ──────────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37,925)  (54,436) 

  ═══════════  ══════════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以港仙呈列 )  8    

－  基本   (7.22)  (10.37) 

  ══════════  ══════════ 

－  攤薄   (7.22)  (10.37) 

  ═══════════  ══════════ 

股息  9 -  - 

  ═══════════  ══════════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   (37,925) (54,436)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增加  - 532 

滙兌差異  (26,387) 42,815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權投資之 

公允價值增加  115 - 

  ────── ──────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已除稅  (26,272) 43,347 

  ----------- -----------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64,197) (11,089) 

  ══════ ══════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附註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0,491 22,558 
物業、  廠房及設備   337,117 358,664 
非流動資產之預付款   2,149 6,425 
遞延所得稅資產   4,152 3,818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  

 
2,005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3,137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14,690 
長期銀行存款   - 1,312 
  ──────── ──────── 

  379,051 407,467 
  -----------  -----------  
流動資產     
存貨   127,278 146,815 
貿易應收賬款及票據  10 214,666 238,326 
預付款項及按金   29,278 31,058 
可收回所得稅   85 4,041 
由存款日起計算超過 3 個月到期之
銀行存款   

 
15,950 

 
15,165 

現金及現金等值   249,982 314,233 
  ──────── ──────── 

  637,239 749,638 
  -----------  ------------  
總資產   1,016,290 1,157,105 
  ════════ ════════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52,514 52,514 
儲備  12   416,097 480,294 

  ──────── ──────── 
權益總額   468,611 532,808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融資   - 110,369 
遞延收入   861 1,152 
遞延所得稅負債   6,422 7,260 

  ──────── ──────── 
  7,283 118,781 
  ────────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票據  11 128,894 184,612 
合約負債   1,765 - 
即期所得稅負債   26,416 20,621 
融資   214,091 139,674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   169,015 160,379 
遞延收入   215 230 
  ──────── ──────── 

  540,396 505,516 
  ──────── ──────── 
負債總額   547,679 624,297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1,016,290 1,157,105 
  ════════ ════════ 
    
 



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及香港

《公司條例》（第 622 章）的披露要求而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

就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以公允

價值列值）之重估而作出修訂。 

 

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須採用若干主要會計估計，管理層於採用本集

團會計政策時，亦須作出判斷。 

 

(a) 本集團已採納之新準則、詮釋及現有準則的修訂本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財政年度已首次採納下列新準則、詮釋及現有準則的修

訂本： 

 

年度改進項目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2014年 - 2016年周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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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  轉移投資物業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的影響之詳情於下列附註 2

內披露。採納其他修訂本對當前期間或任何過往期間均沒有任何影響，及不大可能影響

將來期間。 

 



 
1.  編製基準（續）  

 

(b) 已頒佈但仍未生效及本集團仍未提早採納的新準則、詮釋及現有準則的修訂本 

 

多項新準則、詮釋及現有準則的修訂本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年度期間已生效，但於

編撰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時仍未應用： 

 

   年度期間開始或 

以後生效 

 

年度改進項目之修訂  2015 年 - 2017 年周期之年

度改進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之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

長期權益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修訂  具負值補償之預付特徵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租賃（新準則）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 — 第 23 號 

 所得稅之不確定性之處理

（新詮釋）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之概念框架  財務報告之經修訂概念框

架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第 8 號之修訂  物料之釋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之修訂  業務之釋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之修訂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 28 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

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

出繳 

有待釐定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此等新準則、詮釋及現有準則的修訂本以及詮釋的影響，除下文之說

明外，本集團仍未確定其對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會否構成重大影響。 



 
1.  編製基準（續）  

 

(b) 已頒佈但仍未生效及本集團仍未提早採納的新準則、詮釋及現有準則的修訂本（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開始或以後財政年度生效 

 

變動之性質 

 

由於毋須區分經營租賃與融資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規定幾乎所有承租人的租

賃均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根據新準則，資產（租賃項目之使用權）和支付租金之

金融負債會被確認。於綜合收益表中，不會確認租賃開支，但使用權資產之攤銷及租賃

負債產生之利息支出會確認，惟短期及低值租賃不在此列。 

 

出租人的會計處理將不會有重大變動。 

 

 影響 

 

該準則主要影響本集團經營租賃之會計處理。於報告日，本集團持有不可取消的經營租

賃承擔為5,526,000港元。根據管理層的初步評估，將來於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時，會導致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增加，預期導致綜財務狀況表中資產及負債均會

增加。與現行準則下租賃開支相比，由於租賃負債產生的利息支出與使用權資產攤銷相

結合，採用新準則亦將導致在租賃期內提早在綜合收益表中確認費用。 

 

本集團採納日期 

 

本集團將於強制生效日期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開始應用該準則，本集團擬採用簡易過

渡方式，且不會重列首次採納年度以前的比較金額。所有使用權資產將於採納時按租賃

負債的金額計量（已調整任何預付款或預提租賃開支）。 



 
2.  會計政策變動 

 

此附註說明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

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 

 

本集團選擇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但不會重列比

較數字。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中並無反映此等重新分類及調

整，但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的期初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已確認。 

 

下表呈列各項單一項目已確認的調整，但不包括不受變動影響的項目。因此，所披露的

小計和總數無法根據以下所呈列的數字重新計算得出。相關調整在後文中按準則進行了

更詳盡的說明： 

 

綜合財務狀況表 

（摘錄）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9 號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 號的影響 

二零一八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4,690 (14,690) -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 

 

- 

 

12,800 

 

- 

 

12,800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 

 

1,890 

 

- 

 

1,890 

 ════════ ════════ ════════ ════════ 

流動資產     

應計負債及其應付款 160,379 - (1,582) 158,797 

合約負債 - - 1,582 1,582 

 ════════ ════════ ════════ ════════ 

權益     

投資重估儲備 2,364 (2,364) - - 

保留溢利 265,859 1,210 - 267,069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之重估儲備 

 

 

- 

 

 

1,154 

 

 

- 

 

 

1,154 

 ════════ ════════ ════════ ════════ 

 



2.  會計政策變動（續）  

 

(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採納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確認、

分類及計量、終止確認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減值及對沖會計處理的規定。 

 

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導致會計政策有變

動及調整綜合財務報表內已確認的金額。 

 

(a)  分類及計量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初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日期），本集團之管理

層已評估本集團所持有應用於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並將金融資產分類至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中相似類別。重新分類之主要影響如下： 

 
 附註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按公允價值 

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按公允價值 

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的金融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期

末餘額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 

  

 

14,690 

 

 

- 

 

 

- 

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

至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

資產的投資 

 

 

(i) 

 

 

(12,800) 

 

 

12,800 

 

 

- 

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

至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

益的金融資產的投資 

 

 

(ii) 

 

 

(1,890) 

 

 

- 

 

 

1,890 

  ──────── ──────── ────────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期初餘

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12,800 

 

1,890 

  ════════ ════════ ════════ 

此等變動對本集團權益之影響如下： 
 

 附註 投資重估儲備
之影響 

按公允價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重估儲

備之影響 

保留溢利之影響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期

末餘額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 

  

 

2,364 

 

 

- 

 

 

- 

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

至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

資產的投資 

 

 

(i) 

 

 

(1,210) 

 

 

- 

 

 

1,210 

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

至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

益的金融資產的投資 

 

 

(ii) 

 

 

(1,154) 

 

 

1,154 

 

 

- 

  ──────── ──────── ────────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期初餘

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1,154 

 

1,210 

  ════════ ════════ ════════ 



2.  會計政策變動（續）  

 

(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採納之影響（續） 

 

(a) 分類及計量（續） 

 

(i) 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若干債務投資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於

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為12,800,000港元），由於其現金流量並不僅代表本金及利息之

款項，因此其未能達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分類至攤銷成本的標準。計入以前

年度1,210,000港元的累計公允價值收益，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由投資重估儲備重

新分類至保留溢利。 

 

(ii) 以前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權益投資 

 

本集團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以前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上市權益投資的

公允價值變動，因持有此等投資為長期策略投資並預期將不會於短期或中期出

售。據此，此等投資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

益的金融資產（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為1,890,000港元），有關的公允價值收益

1,154,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由投資重估儲備重新分類至按公允價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之重估儲備。 

 

除此以外，對金融工具的分類及計量並無其他變動。 

 

(b) 金融資產減值 

 

本集團主要持有兩類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新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所規限的金

融資產： 

  

• 貿易應收賬款，及 

• 以攤銷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 

 

本集團須就各類資產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修訂其減值方法。 



2.  會計政策變動（續）  

 

(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採納之影響（續） 

 

(b)  金融資產減值（續）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簡化方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據此對所有貿易

應收賬款採用全期預期虧損撥備（「預期虧損撥備」）。本集團根據攤佔信貸風險特

點及賬齡概況估算預期信貸虧損。 

 

本集團評估預期信貸虧損模型應用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的貿易應收賬款，及變動

減值方法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及據此期初損失準備並無重列。 

 

以攤銷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 

 

對於其他以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預期信貸虧損是根據十二個月的預期信貸虧

損，除非由首次確認金融投資後信貸風險大幅增加，在此情況下，損失準備以相等

於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計量，本集團總結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並無顯著影響。 

 

(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採納之影響 

 

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客戶之間的合

同產生的收入」導致會計政策變動及調整綜合財務報表內已確認的金額，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過渡安排，本集團採納累計影響方法，並無重列比較數字。   

 

由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除本集團改動綜合財務狀況表內若干數字的呈列方式以反

映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的術語外，按照目前商業模式，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 號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營運業績沒有重大影響： 



2.  會計政策變動（續）  

 

(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採納之影響（續） 

 

•   合約負債主要關於從客戶收取銷售貨品產生的預收代價，過往於應計負債及其他

應付款內呈列（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為 1,582,000 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包括於合約負債的 1,582,000 港元收入，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於綜合收益表中已確認。 

 

披露假設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並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對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呈報的金額之影響 

 

假設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並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對二零一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的影響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收益表及綜合全面收益表 

綜合收益表及綜合全面收益表均沒有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會增加 1,765,000 港元，及終止確認 1,765,000 港元的合約負債。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乃一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印刷及製造包裝材料、標籤、及紙類製

品，包括環保紙類產品。 

 

(a) 收入按類別之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包裝材料、標籤、及紙類製品，  

包括環保紙類產品  1,400,167 1,505,126 

 其他  30,831 27,968 

  ──────── ──────── 

  1,430,998 1,533,094 

  ════════ ════════ 

 

(b) 分部資料  

 

本公司主席∕首席執行長被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 經營分部以

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內部呈報一致的形式呈報。 本公司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本集團

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報告匯報經營分部的業績。 

 

本公司主要經營決策者認為業務應按地區劃分，即按主要廠房的所在地決定，包括華南、

華東及東南亞，及根據收入、經營（虧損）∕溢利、年內（虧損）∕溢利、資本開支、

資產及負債評估各分部的表現。 



 
 
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料（續）  

 

(i)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如下： 

 

  華南 華東 東南亞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入 1,154,737 261,657 141,838 1,558,232 

 分部間收入 (17,769) (109,465) - (127,234) 

  ─────── ─────── ─────── ──────── 

 於某一時點來自外部客
戶收入 1,136,968 152,192 141,838 1,430,998 

  ═══════ ═══════ ═══════ ════════ 

 經營溢利∕（虧損）  21,509 (22,204) (13,811) (14,506) 

      

 融資收入  481 210 30 721 

 融資成本  (9,047) (1,516) - (10,563) 

 所得稅（開支）∕減
免  (15,770) (62) 2,255 (13,577) 

  ─────── ─────── ─────── ──────── 

 年內虧損  (2,827) (23,572) (11,526) (37,925) 

  ═══════ ═══════ ═══════ ════════ 

 其他資料 :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 21,186 32,121 6,263 59,570 

 折舊及攤銷 31,708 13,671 8,539 53,918 

 資本開支 20,360 29,145 5,789 55,294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
撥備 - 10,000 - 10,000 

  ═══════ ═══════ ═══════ ════════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入 1,176,044 352,041 157,714 1,685,799 

 分部間收入 (9,910) (142,795) - (152,705) 

  ─────── ─────── ─────── ────────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1,166,134 209,246 157,714 1,533,094 

  ═══════ ═══════ ═══════ ════════ 

 經營（虧損）∕溢利  (27,127) (23,054) 7,902 (42,279) 

      

 融資收入  307 120 16 443 

 融資成本  (6,442) (1,299) (72) (7,813) 

 所得稅開支  (1,778) - (3,009) (4,787) 

  ─────── ─────── ─────── ──────── 

 年內（虧損）∕溢利 (35,040) (24,233) 4,837 (54,436) 

  ═══════ ═══════ ═══════ ════════ 

 其他資料 :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 34,822 16,166 1,152 52,140 

 折舊及攤銷 33,948 12,021 8,013 53,982 

 資本開支 32,825 16,966 1,949 51,740 

  ═══════ ═══════ ═══════ ════════ 



 

 

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料（續）  

 

(ii)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華南 華東 東南亞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663,927 181,906 170,457 1,016,290 

  ═══════ ═══════ ═══════ ═══════ 

      

 分部負債  415,508 110,494 21,677 547,679 

  ═══════ ═══════ ═══════ ═══════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768,226 211,051 177,828 1,157,105 

  ═══════ ═══════ ═══════ ═══════ 

      

 分部負債  464,686 134,424 25,187 624,297 

  ═══════ ═══════ ═══════ ═══════ 
 
 

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10,000) - 

 淨額滙兌收益∕（虧損）  7,606 (10,54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868) (2,854)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淨額  337 - 

 其他  6,435 9,945 

  ────── ────── 

    2,510 (3,456) 

  ══════ ══════ 



 
 

5. 經營虧損 

 

年內經營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福利開支 (包括董事酬金 )  458,674 493,859 

 土地使用權攤銷  763 72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3,155 53,257 

 存貨減值（撥備回撥）∕撥備  (3,731) 991 

  ═══════ ═══════ 

 
6. 融資成本  －  淨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成本    

 銀行融資利息支出  10,563 7,813 

  ─────── ─────── 

 融資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721) (443) 

  ----------- ----------- 

  9,842 7,370 

  ══════ ══════ 

 
 



 
7.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三五年為止。本公司於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

各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國際業務公司法註冊成立，因此，獲豁免繳納英屬維

爾京群島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以稅率 16.5%（二零一八年：16.5%）按香港經營業務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

算撥備。 

 

在中國成立及經營之附屬公司於本年度須按 25%（二零一八年：25%）稅率繳納中國內

地企業所得稅。 

 

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成立之附屬公司分別按新加坡企業所得稅稅率 17%（二零一八年：

17%）及馬來西亞企業所得稅稅率 24%（二零一八年：24%）撥備。 

 

於綜合收益表中扣除的稅項包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開支    

 －  香港利得稅   3,703 4,034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1,944 4,023 

 －  海外企業所得稅  (131) 91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568) (7,403) 

  ────── ────── 

  14,948 1,567 

 遞延所得稅  (1,371) 3,220 

  ────── ────── 

 所得稅開支 13,577 4,787 

  ══════ ══════ 

 



 

8. 每股虧損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除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千港元 )  (37,925) (54,436) 

 ----------- -----------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千股 )  525,135 525,135 

 ----------- ----------- 

每股基本虧損  (港仙 )  (7.22) (10.37) 

 ══════ ══════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乃就假設所有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獲轉換後， 經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因並無

可攤薄的潛在股份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9.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零）。 

 

並無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零）。 



 
 
10. 貿易應收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給予顧客信貸期限一般為 30 天至 120 天不等。貿易應收賬款及票據

賬齡（按發票日）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 至 90 天  173,445 198,831 

 91 至 180 天  38,053 28,150 

 181 至 365 天  10,252 9,223 

 超過 365 天  8,238 12,877 

  ─────── ─────── 

  229,988 249,081 

 減：虧損撥備  (15,322) (10,755) 

  ─────── ─────── 

  214,666 238,326 

  ═══════ ═══════ 

 
11.  貿易應付賬款及票據  

 

貿易應付賬款及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 至 90 天  117,043 166,262 

 91 至 180 天  8,344 11,019 

 181 至 365 天  709 639 

 超過 365 天  2,798 6,692 

  ─────── ─────── 

  128,894 184,612 

  ═══════ ═══════ 



12. 儲備  
 
 變動如下：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按公允價值

計入其他全

面收益的金

融資產之重

估儲備 滙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集團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127,796 1,792 13,459 2,364 

 

 

- 69,024 265,859 480,294 

 會計政策變動（附註 2） - - - (2,364) 1,154 - 1,210 - 

  ──────── ──────── ──────── ──────── ──────── ──────── ──────── ──────── 

 於二零一八年 

四月一日重列餘額 127,796 1,792 

 

13,459 - 

 

1,154 69,024 267,069 480,294 

 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  - - - - 

 

- - (37,925) (37,925) 

 其他全面收益          

 -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
他全面收益的金
融資產之重估儲
備增加 - - - - 

 

 

 

115 - - 115 
 - 滙兌差異  - - - - - (26,387) - (26,387) 

  ─────── ─────── ─────── ─────── ─────── ─────── ─────── ───────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115 (26,387) (37,925)  (64,197)  

  ------------- ------------- ------------- ------------- ------------- ------------- ------------- ------------- 

 擁有人以擁有人身份 

的交易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2,353 - - - (2,353) - 

  ─────── ─────── ─────── ─────── ─────── ─────── ─────── ─────── 

  - - 2,353 - 115 (26,387) (40,278) (64,197) 

  ─────── ─────── ─────── ─────── ─────── ─────── ─────── ───────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127,796 1,792 

 

15,812 - 

 

1,269 42,637 226,791 416,097 

  ═══════ ═══════ ═══════ ═══════ ═══════ ═══════ ═══════ ═══════ 

          

 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一日 127,796 1,792 

 

12,160 1,832 

 

- 26,209 321,594 491,383 

          

 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  - - - - 

 

- - (54,436) (54,436) 

 其他全面收益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之公允價值增加 - - - 532 

 

- - - 532 

 - 滙兌差異  - - - - - 42,815 - 42,815 

  ─────── ─────── ─────── ─────── ─────── ─────── ─────── ───────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532 - 42,815 (54,436) (11,089) 

  ------------- ------------- ------------- ------------- ------------- ------------- ------------- ------------- 

 擁有人以擁有人身份 

的交易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1,299 - - - (1,299) - 

  ─────── ─────── ─────── ─────── ─────── ─────── ─────── ─────── 

  - - 1,299 532 - 42,815 (55,735) (11,089) 

  ─────── ─────── ─────── ─────── ─────── ─────── ─────── ───────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127,796 1,792 

 

13,459 2,364 

 

- 69,024 265,859 480,294 

  ═══════ ═══════ ═══════ ═══════ ═══════ ═══════ ═══════ ═══════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入約為十四億三千一百萬港元，較去年度下

降百分之七。集團年內錄得約三千八百萬港元虧損，去年度虧損約五千四百萬港元。 

 

市場環境欠佳，影響集團在回顧年度的表現。首先，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客戶紛紛縮減訂

單及收緊訂單價格。 

 

在此情況下，印刷包裝行業競爭更趨激烈，集團無法把部分的額外成本轉嫁予客戶，影響集

團的邊際利潤。 

 

集團繼續調整營銷策略，減少對訂單價格偏軟行業的銷售，同時擴大高增長行業的營業份額。

礙於市道疲弱，該策略令集團的收入增長短暫放緩。 

 

集團華南業務收入下降，虧損減少。華東業務虧損收窄，惟因客戶縮減訂單及收緊訂單價格，

拖慢華東業務的復甦步伐。東南亞業務錄得虧損，乃由於區內包裝印刷行業競爭加劇所致。 

 

面對外部重重挑戰，集團正研究旗下廠房及辦公室的整合方案。附屬公司前海拉斯曼智能系

統（深圳）有限公司，積極創造自動化設備，協助集團提升營運效益及降低對勞動力的倚賴。

詳情載於「業務概況及前瞻」。 

 

股息 

 

為保留資源以供集團發展之用，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

期股息（二零一八年：零）。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發中期股息（二零

一七年九月三十日：零）。 



 

業務概況及前瞻 

概覽 

 

回顧年度內，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對主要經濟體的市場情緒構成負面影響。鑑於關稅飆升

和不確定性增加，客戶普遍收緊訂單價格及縮減訂單數量，導致中國及亞洲區的印刷包裝行

業競爭加劇。 

 

在此情況下，集團須承擔大部分額外的生產成本，因可供轉嫁予客戶的空間有限。紙料價格

年內以單位數上漲。此外，集團深圳廠、廣州廠及蘇州廠的最低工資，分別以單位數上升。 

 

華南業務虧損收窄，收入減少。旗下三廠之中，韶關廠轉虧為盈，出貨延誤及訂單積壓問題

獲得解決。廣州廠擴大高增長行業銷售，利潤上升。深圳廠錄得虧損，不良競爭導致傳統包

裝訂單減少。 

 

華東業務虧損下降，但改善幅度受制於營商環境惡化。東南亞業務錄得虧損及銷售下降，區

內包裝印刷行業競爭加劇，影響東南亞業務擴大華麗包裝份額。 

 

銷售方面，集團減少對訂單價格偏軟行業的銷售，來自科技行業的訂單大幅減少。印刷包裝

行業競爭激烈，集團玩具訂單錄得下降。另一方面，華麗包裝收入增加，兒童圖書銷量上升，

賀卡業務下降。 

 

集團採取措施，優化生產模式及客戶組合。這些年來，集團附屬公司前海拉斯曼智能系統（深

圳）有限公司，設計開發了多項大型智能自動化設備，包括天地盒通用全自動生產線、機器

人靜態視覺裱板線、賀卡柔性生產線、數據自動收集系統等。 

 

華南業務 

 

回顧年度內，華南業務虧損收窄，收入較去年度下跌。來自玩具行業和科技行業的訂單減少，

化妝品行業銷售增加。 

 

集團創新設計的環保產品品牌 Team Green (JIGZLE®)，年內擴大中國分銷網絡，在上海和蘇

州開設兩家商店。Team Green (JIGZLE®)獲香港出口商會頒予香港智營設計大賞 2019 三個獎

項，並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底參加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香港禮品及贈品展。 



華東業務 

 

回顧年度內，華東業務虧損減少。客戶普遍收緊訂單價格，加上長江三角洲印刷行業競爭加

劇，拖慢華東業務的復甦步伐。紙價高企及工資持續上升，對華東業務盈利構成壓力。 

 

特殊印刷因競爭激烈導致銷量下降，賀卡業務亦下跌。儘管中國消費意欲減弱，華東內銷業

務保持平穩。 

 

華東業務現正加強自動化及精益生產，致力提升成本效益。彼將以跨國商企及中國優質企業

為服務對象，並大力拓展具增長潛力行業的客戶。 

 

東南亞業務 

 

東南亞業務年內錄得虧損，收入下降。區內包裝印刷行業競爭加劇，加上紙價上升，對東南

亞業務構成影響。此外，市場情緒不穩，高端行業客戶取態轉趨謹慎，妨礙了東南亞業務拓

展華麗包裝市場的進度。 

 

鑑於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一些公司或會考慮將訂單從中國轉移至亞洲其他國家製造，冀望為

集團東南亞業務帶來新商機。 

 

二零一八年八月，星光印刷(遠東)有限公司獲新加坡製造業聯合會頒予兩個獎項，分別為新

加坡包裝之星獎和 2017 年亞洲之星獎。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包括業務經營帶來的現金收入及中港兩地銀行界提供的信貸融資。截

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的現金和銀行結餘及短期銀行存款共約二億五千萬港元。 

 

回顧年度內，集團的利息支出約為一千一百萬港元，去年約為八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營運資金錄得約九千七百萬港元盈餘，而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則有約二億四千四百萬港元盈餘。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為淨現金狀況。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當日的債務權益比率為百分之四十六

（二零一八年：百分之四十七），乃根據短期及長期帶息銀行借款、應付票據與股東權益約

四億六千九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五億三千三百萬港元）計算。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賬面淨值約三千二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一千萬港元）之資產已按予銀行作為後者授予本集團貸款之抵押。 

 

匯兌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以港元、美元、人民幣、馬來西亞元、新加坡元或歐元結

算。香港現行之聯繫匯率制度令美元／港元匯率相對穩定。而集團現有以人民幣結算之銷售

收益，有助減低集團內地附屬公司以人民幣結算之經營費用所承擔之貨幣風險。 

 

人力資源發展 

 

集團現僱用約四千三百名員工。集團與員工一直保持良好關係，除為員工提供合理薪酬和獎

勵外，並實施各項員工技能培訓計劃。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可選擇部分對集團有貢獻的員

工（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及（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授予購股權。集團致

力為員工提供各項持續性的培訓及人才發展計劃。集團將繼續研究與中國內地的大學和海外

的教育機構合作，開辦其他專業實用技術課程。 

 

社會責任 

 

作為一家負責任的企業，集團於積極發展業務之同時，亦貫徹致力社會發展信念，積極參與

社會公益及環保活動，切實履行企業責任。無論在何處經營業務，我們都視該地區為集團一

分子，定必盡力為該地區作出貢獻。 



 

過去數年，集團積極投入資源，促進節能和環境保護，提供學習場地和平台，為年青人提供

培訓及實踐機會。另積極參與中國扶貧助學及賑災活動。除了給予金錢資助外，集團更樂於

獻出管理人員及員工時間參與不同慈善機構活動。在很多情况下，集團主席更主動聯繫眾企

業及友好，匯聚資源，確保有需要人士能獲享最大裨益。 

 

回顧年度內，集團及其員工為多個機構提供財政和其他援助，這些機構包括﹕ 

 

— 捐款極地博物館基金 

— 贊助香港童軍總會活動 

— 香港海鷗助學團獎學金贊助費 

 

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本集團已成立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管理團隊，在環保及社會層面進行

管理、監控、建議及報告工作。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乃經參考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附錄二十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而在編製中，並將於本年度

報告刊發後的三個月內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hkstarlite.com）刊發。 

 



 

未來展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二零一九年四月發布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再次下

調今年的全球增長預測。現時預計增長率為百分之三點三，低於一月預測的百分之三點五，

理由是中美貿易戰持續及英國可能無序脫歐。報告預測全球增長將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後走

強，這是基於『中國刺激政策不斷強化、全球金融市場情緒有所改善、歐元區部分臨時性拖

累增長因素消退及受壓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情況轉趨穩定等因素。 

 

鑑於不確定性仍是主流，管理層預期訂單價格將持續受壓。集團將積極研究旗下廠房及辦公

室的整合方案，改善資源調配，並在各廠加強自動化及精益生產，致力提升整體營運效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之所有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

理層審議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準則及常規，及商討審計、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及財務滙報事

項，包括審議本集團年度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的職責為向董事會建議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酬金政策。薪酬委員會由本公司

之所有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本公司董事會主席、一位非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提名委員會

的主要職責包括定期檢討董事會之架構、人數及組成及就任何擬作出的變動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初步業績公佈所載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以及相關附註中所列數

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

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 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

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

核證。 

 

買賣或購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除下文所述偏離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

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 A.2.1 條規定應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

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林光如先生目前兼任該兩個職位。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兼任主席與

行政總裁的角色可讓本公司更有效及有效率發展長遠業務策略以及執行業務計劃。董事會相

信，董事會由經驗豐富的優秀人才組成，加上相當成員均為非執行董事，故足以確保有關權

力及職權能充分平衡。 

 

守則條文第A.2.7條規定，主席應至少每年與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一次無其他董事列席之會

議。由於本公司主席林光如先生亦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故本守則條文並不適用。 

 

守則條文第 A.4.1 條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張志成先生及戴

祖璽先生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調職為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任期一年，而其餘本公司之

非執行董事並無按特定任期委任，惟根據本公司的細則，彼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及重選。 

 

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及對股東的意見

有公正的了解。郭琳廣，銀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因其需出席較早前承諾之商業事務，所以未

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全體董事均已確認，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彼等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內有關董事買賣證券的準則及行為準則。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一）)  (包括首

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轉讓之登記。為確保股東有資格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星期一）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股東須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四日(星期

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轉讓文件及其股票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票過戶登記分處卓

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樓。 

 

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 

 

此全年業績公佈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kexnews.hk「上市公司公告」

一欄及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hkstarlite.com 覽閱。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將寄交股東，並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星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光如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光如先生、田誠先生及潘國政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翠女士、

戴祖璽先生及張志成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裕光先生、郭琳廣，銀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譚競正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