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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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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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rint GROUP LIMITED
eprint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8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運業績
收益 205,158 204,789 0.2%
– e-print分部 159,068 158,168 0.6%
– e-banner分部 46,090 46,621 (1.1%)
分部業績 7,102 12,889 (44.9%)
– e-print分部 6,661 11,915 (44.1%)
– e-banner分部 441 974 (54.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962 11,456 (48.0%)
純利率%（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2.9% 5.6%
毛利率% 35.2% 35.6%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08 2.08 (48.1%)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財務狀況
資產總額 339,514 310,673 9.3%
權益總額 230,594 234,518 (1.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8,922 123,66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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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int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合併中
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簡明中期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205,158 204,789

銷售成本 (133,020) (131,836)

毛利 72,138 72,953

其他收入 1,297 1,629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741) 1,79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9,987) (23,624)

行政開支 (40,605) (39,860)

營運溢利 4 7,102 12,889

融資收入 1,249 446

融資成本 (1,064) (393)

融資收入－淨額 5 185 53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897 1,04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36) (578)

除所得稅前溢利 8,048 13,411

所得稅開支 6 (2,136) (1,898)

期內溢利 5,912 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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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其他綜合收益：
可能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1,036) (1,491)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4,876 10,022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962 11,456

非控股權益 (50) 57

5,912 11,513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按每股港仙計） 7 1.08 2.08

以下各項應佔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946 10,042

非控股權益 (70) (20)

4,876 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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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2,960 121,213

使用權資產 43,682 –

無形資產 725 725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其他金融資產 633 1,100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957 1,158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10,492 10,084

遞延所得稅資產 2,231 2,313

按金及預付款項 8,231 6,093

180,911 142,686

流動資產
存貨 6,073 6,032

貿易應收款項 10 6,014 6,48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0,165 10,639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其他金融資產 14,472 8,919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9 12,714 9,545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43 2,70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8,922 123,664

158,603 167,987

資產總額 339,514 31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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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5,500 5,500
股份溢價 132,921 132,921
其他儲備 86,152 90,006

224,573 228,427
非控股權益 6,021 6,091

權益總額 230,594 234,51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項下責任 – 268
租賃負債 23,653 –
遞延所得稅負債 6,551 6,901
其他應付款項 915 1,063

31,119 8,232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 7,699 9,323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7,155 30,250
借貸 22,145 25,943
融資租賃項下責任 – 1,868
租賃負債 18,957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01 34
應付董事款項 238 200
應付當期所得稅 1,406 305

77,801 67,923

負債總額 108,920 76,155

權益及負債總額 339,514 31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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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份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中期合併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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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規定編製。

本簡明中期合併財務資料須與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應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所應用會計
政策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a) 下列經修訂準則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本集團會計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採納該準則及新訂會計政策的影響於下文附註2.1披露。

年度改進項目（修訂本）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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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修訂本）
具負補償之預付款項特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本集團已採納該等修訂本，而採納該等修訂本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
影響。

概無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預期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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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下為已頒佈的新訂準則及修訂本，而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本集團會計期間
尚未生效，亦未提前採用：

於以下日期或
之後開始的

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經修訂）（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 

框架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之修訂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 

的資產出售或出資
附註

附註： 有待香港會計師公會宣佈

董事正評估採納上述新訂準則及修訂準則之財務影響。董事將於新訂準則及修訂準則
生效後採納。

(c) 中期期間收入的稅項，將按適用於預計年度溢利或虧損總額的稅率累計。

2.1 會計政策變動

下文闡釋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對本集團財務資料的影響，並披露自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應用的新會計政策（倘其與過往期間所應用者不同）。

對財務資料的影響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選擇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但並無重列比較資料。因此，重新分類及
調整並無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合併財務狀況表中反映，惟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
日的期初簡明中期合併財務狀況表中確認。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
原則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餘下租賃付款的現值計量，
並使用承租人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增量借貸利率貼現。

就過往分類為融資租賃的租賃而言，實體於首次應用日期將緊接過渡前的租賃資產及
租賃負債的賬面值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的賬面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的計量原則僅於該日期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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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48,640

按有關增量借款利率貼現之租賃負債 45,556
加：自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確認之融資租賃責任重新分類 2,136
減：確認豁免 -短期租賃 (1,410)
減：確認豁免 -低價值租賃 (20)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租賃負債 46,262

分析為：
流動 17,013
非流動 29,249

46,262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使用權資產賬面值包括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有關已 
確認經營租賃的使用權資產 44,126

自物業、廠房及設備重新分類 4,448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調整租賃按金（附註） 608

49,182

按類別：
廠房及建築 41,841
機器 7,341

49,182

附註：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本集團視可退回已付租賃按金為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所應用租賃項下的權利及責任。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款項之定義，該
等按金並非有關使用權資產之款項，且予以調整以反映過渡時的貼現影響。因此，約
608,000港元予以調整至可退回已付租賃按金及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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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被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已根據董事會批准並用於作策
略決定及評估表現之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經營決策者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本集團排列出兩類業務分部：

(a) 紙品印刷分部（主要源於「e-print」品牌）；及

(b) 噴畫印刷分部（主要源於「e-banner」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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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根據毛利減分配至各分部之分銷及行政支出評估經營分部表現。所提供的其他資料
之計量方式與財務報表一致。

分部間之銷售乃按公平基準進行。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在本集團內部提供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支援服務。於馬來西亞及澳洲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期內產生少量外部收入。由於本集團
主要於香港營運且本集團的資產主要位於香港，概無地理分部資料呈列。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外部客戶貢獻超過本集團收益
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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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紙品印刷 噴畫印刷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159,068 46,090 – 205,158

分部間收益 239 30 (269) –

總額 159,307 46,120 (269) 205,158

分部業績 6,661 441 7,102

融資收入 1,249

融資成本 (1,064)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89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36)

除所得稅前溢利 8,048

所得稅開支 (2,136)

期內溢利 5,91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701 3,887 – 7,588

使用權資產折舊 7,510 1,709 – 9,219

資本開支 2,517 957 – 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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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紙品印刷 噴畫印刷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158,168 46,621 – 204,789

分部間收益 140 28 (168) –

總額 158,308 46,649 (168) 204,789

分部業績 11,915 974 12,889

融資收入 446

融資成本 (393)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1,04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7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411

所得稅開支 (1,898)

期內溢利 11,51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617 3,429 – 9,046

資本開支 2,542 1,381 – 3,923

下表分別載列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紙品印刷 噴畫印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173,663 44,480 218,143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紙品印刷 噴畫印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134,958 40,809 175,767

噴畫印刷分部的分部資產主要指金額為23,57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28,450,000港元）、8,82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零港元）及725,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725,000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以及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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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與資產總額對賬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18,143 175,767

聯營公司的投資 1,957 1,158

合營企業的投資 10,492 10,08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8,922 123,664

資產總額 339,514 310,673

4 營運溢利

營運溢利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呈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588 9,046

使用權資產折舊 9,219 –

收回先前撇銷的貿易應收款項 (12) (1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773 (40)

匯兌收益淨額 (255) (752)

材料成本 28,354 24,983

外判費用 68,685 75,107

物業及設備的經營租賃租金 2,700 1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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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收入－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733 435

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516 11

1,249 446

融資成本
有關融資租賃項下責任的融資費用 – (111)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780) –

借貸利息開支 (284) (282)

(1,064) (393)

融資收入－淨額 185 53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2,360 2,085

－中國企業所得稅 34 1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0 (203)

遞延所得稅 (268) 6

所得稅開支 2,136 1,898

溢利稅項已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
在國家╱地區的現行稅率計算。所得稅開支乃基於管理層對完整財政年度的預期加權平均
年度所得稅率的估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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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5,962 11,456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50,000 550,00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08 2.08

(b) 攤薄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每股
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8 股息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已支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8,800,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13,200,000港元）。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9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互惠基金投資的公允價值 12,656 4,145

上市股本投資 58 5,400

12,714 9,545

上市股本投資指於聯交所上市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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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呈列於簡明中期合併現金流量表之投資活動內。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載於簡明中期合併綜合收益表「其他
收益╱（虧損）－淨額」內。

上市股本投資的公允價值乃根據於活躍市場的所報價格（未經調整）計算且歸類於公允價
值層級的第一級內。

10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授予印刷服務客戶的信貸條款，主要是現金交收及信貸方式。授予客戶的平均信貸
期為30日至60日。

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超過30日 3,768 3,906

31至60日 1,331 1,155

超過60日 915 1,419

6,014 6,480

11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超過30日 7,278 5,495

31至60日 2 2,330

61至90日 270 763

超過90日 149 735

7,699 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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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董事會向本公司股東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本
集團收益為205,2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增加0.2%。毛利
率輕微下降至35.2%（二零一八年：35.6%）。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為6,0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期間減少48%。純利減少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所持股本投資產生公允價值
虧損5,200,000港元所致。

就本集團之紙品印刷分部而言，收益由158,200,000港元略增900,000港元或0.6%至
159,100,000港元。廣告印刷仍然是該分部收益的主要貢獻者，並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63,900,000港元。該分部的毛利率由35.4%略降至34.6%，
主要原因是運輸支出（於上期間分類為銷售及分銷開支）已於本期間根據會計準
則重新分類至銷售成本。倘撇除重新分類之影響，該分部之毛利率將為36.9%，與
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5個百分點。該增加歸因於有效的成本控制。該分部的營運溢
利於本期間減少5,300,000港元，主要乃由於所持上市股本投資產生公允價值虧損
5,200,000港元所致。

就本集團之噴畫印刷分部而言，收益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1%。該分部之毛利率
與去年同期相比輕微上升0.4個百分點。倘撇除上述重新分類之影響，該分部之毛
利率將上升至38.3%，同比增加1.9個百分點。有效之成本控制乃該分部毛利率上升
的主要原因。儘管該分部之毛利有所增加，但由於日常營運成本增加，該分部之營
運溢利下降500,000港元。

展望

由於數碼營銷日益普及以及香港經濟不穩定的綜合影響，管理層預計營商環境在
未來一年將更具挑戰性。為克服該等障礙及增加市場份額，本集團將竭力利用其
雄厚的財務資源及聲譽提高印刷主營業務的質素，投資合適的金融產品並使業務
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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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會的領導下，本集團的管理層就應對本集團的重要發展領域達成廣泛共識。
本集團將繼續透過採用以下方法鞏固其領先市場地位及增加其市場份額：

• 加強成本控制以實現具競爭力的定價策略。

• 通過擴充產品組合及提供定製化的產品和服務提升客戶體驗。

• 不斷提升增值服務，包括但不限於e-print移動應用程式、在線自助平台、電話
訂購系統及物流系統。

財務回顧

收益

於香港提供印刷服務所得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204,800,000港元增加400,000港元或0.2%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205,200,000港元。有關收入上升主要由於對精裝圖書印刷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所致。
下表載列按服務類別劃分的收益明細及其各自佔於所示期間的總收益百分比。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廣告印刷 63,921 31.1% 64,612 31.6%

精裝圖書印刷 50,643 24.7% 46,827 22.9%

文具印刷 38,320 18.7% 40,242 19.6%

噴畫印刷 40,317 19.7% 40,800 19.9%

其他服務 11,957 5.8% 12,308 6.0%

總計 205,158 100% 204,789 100%

廣告印刷仍然為主要收益來源，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佔總收益的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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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渠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商店 34,151 16.6% 54,105 26.4%

網站 105,875 51.6% 86,570 42.3%

其他（附註） 65,132 31.8% 64,114 31.3%

總計 205,158 100.0% 204,789 100.0%

附註： 「其他」指通過電話、電郵、e-print移動應用程式及「Photobook」程式接獲的訂單所得的
收益。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網站仍為主要銷售渠道，貢獻總收益的
51.6%。而商店貢獻的銷售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6.4%降至截
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6.6%。這些變化是由於線上平台信譽良好
而對其依賴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廢料銷售。金額減少300,000港元，乃主要由於自非上市債券證
券所得利息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600,000港元所致。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非上市債券證券之詳情如下：

投資日期 非上市債券證券詳情 金額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認購國藝娛樂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28）發行的債券
5,000,000港元

鑑於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充足，本集團分散投資於聯交所上市公司所發行的債券，
以實現資本保值及獲取較銀行利息收入相對更高的利息回報。於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有500,000港元本金額未結清。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國藝娛樂
文化集團有限公司宣佈批准財務重組計劃。根據該計劃，本集團將獲配發可轉換
債券，金額為未償還本金額的60%（相當於300,000港元），而餘下未償還本金額的
40%將獲配發及發行新股份，其價值相當於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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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主要包括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及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產生的虧損。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1,800,000

港元，而本期間則產生虧損淨額5,700,000港元。虧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本期間股價
大幅下跌，因此本集團持有的上市股本投資（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產生公允價值虧損5,200,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分銷成本、電子付款的手續費及商店租金。截
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開支分別佔收益的9.7%

及11.5%。減少3,6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根據會計準則將運輸支出4,300,000港元重
新分類至銷售成本。倘我們撇除重新分類的影響，有關開支將輕微增加700,000港元，
此乃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董事酬金、員工成本及外判客戶支援開支。截至二零一九年及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分別佔總收益的19.8%及19.5%。金額
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9,900,000港元增加700,000港元至截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0,600,000港元。開支增加乃由於外判客戶支援
開支增加所致。

融資收入

融資收入主要指自銀行存款及應收貸款產生的利息收入。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主要包括銀行借貸的利息開支及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指應佔本集團合營企業業績。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本公司於馬來西亞擁有一間合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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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淨額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指應佔本集團聯營公司業績。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本公司分別於中國及香港經營三間聯營公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1,500,000港元減少5,500,000港元或48.0%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6,000,000港元。純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6%降至截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9%。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減少主
要由於本集團所持股本投資產生公允價值虧損5,200,000港元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108,900,000港元，較於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減少14,70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期內增加互惠基金投資
及支付股息所致。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財
務比率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流動比率 (1) 2.0 2.5

資產負債比率 (2) 28.1% 12.3%

附註：

(1) 流動比率乃按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計算。

(2) 資產負債比率乃按總銀行透支、借貸及租賃負債除以權益總額乘以100%計算。

借貸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銀行借貸分別為
22,100,000港元及25,900,000港元。所有銀行借貸均由香港的銀行提供，並須於一年
內償還，惟須於二十年內償還的賬面值為20,400,000港元之抵押貸款除外。訂有按
需償還條款的銀行借貸分類為流動負債。概無金融工具用作對沖，亦無任何外匯
投資淨額由目前的借貸及╱或其他對沖工具對沖。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加權平均年利率分別為2.1%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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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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於整個期間內維持穩健的流
動資金狀況。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以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
其他承擔的流動資金架構可滿足其不時之資金要求。

股本架構

本公司股本由普通股及其他儲備組成。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日起
已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的總數為
550,000,000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投資一間聯營公
司及購買電腦設備分別擁有資本承擔4,100,000港元及4,400,000港元。

所持重大投資

除於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的投資外，本集團並無於回顧期間在任何其
他公司股權中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上述投資一間聯營公司的資本承擔外，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
計劃。

重大收購或出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聯營公司、附屬公司或合
營企業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承受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營業，其業務由位於中國的資訊科技支援服務中心支援。本集
團承受人民幣兌港元所產生的外匯風險。由於本集團的現金流量主要以港元列值，
所承受的外匯風險很低，故本集團並無對沖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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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分別以賬面值2,300,000

港元及4,400,000港元的廠房及機器質押作為抵押品，以擔保本集團租賃負債。於二
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分別以賬面值61,400,000

港元及62,500,000港元的兩處物業質押作為抵押品，以擔保本集團的抵押貸款。

資本開支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投資3,500,000港元於物業、廠房及設備，較去年同期增加200,000

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326名全職僱員。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並無重
大變動。除基本薪金外，獎金亦會參考本集團業績及個人表現而發放。其他員工福
利包括住房津貼、香港強積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根據中國規則及規例和中國的
現行監管規定，向本集團所聘用僱員提供養老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及其他相關
保險及根據馬來西亞規則及規例和馬來西亞的現行監管規定，向本集團所聘用僱
員提供僱員公積金及僱員社會保障組織供款。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無）。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入、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列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在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後，本公司確認，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全體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
所列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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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列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列載
的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從企業管治守則的相關守則條文，
下文所述偏離者則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和行政總裁角色須分開，不得由同
一人擔任。本公司現未將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分開。佘紹基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
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將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集於同一人，有確保本集團內一致
領導的好處，並可讓本集團實踐更具效率和效益的整體策略規劃。董事會更相信，
目前安排的權力及職權平衡不會受到損害，而目前由擁有經驗豐富和能幹成員（其
中有足夠數目的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董事會亦能確保有足夠的
權力制衡。

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成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並制定書面職權範圍（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修訂）。審核委員
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系統及審閱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馬兆杰先生（主席）、潘振威先生及傅忠先生組
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
合併財務資料。

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中
旬刊發及寄發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承董事會命 

eprint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佘紹基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佘紹基先生及莊卓琪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梁衞明先生
及蔡强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振威先生、傅忠先生及馬兆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