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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CO-TEK HOLDINGS LIMITED
環 康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69）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
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GEM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
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使然，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聯交所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
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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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而刊載，
旨在提供有關環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
本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
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
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
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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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為39,55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8,866,000港元），較同期減少約19%。

—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9,639,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為811,000港元。

—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約為1.48港仙，而
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12港仙。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環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20,694 25,453 39,550 48,866
銷售成本 (13,917) (17,757) (27,152) (33,059)

    

毛利 6,777 7,696 12,398 15,807
其他收入 1,252 305 2,191 1,106
銷售費用 (860) (894) (2,066) (2,152)
行政費用 (6,050) (5,438) (11,828) (11,777)

    

經營之溢利 4 1,119 1,669 695 2,984
融資成本 (152) (126) (281) (255)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虧損）
 ╱溢利 (131) (254) 55 86

    

除所得稅前溢利 836 1,289 469 2,815
稅項 5 (963) (459) (9,990) (1,420)

    

本期間（虧損）╱溢利 (127) 830 (9,521)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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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四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
   報表之匯兌（虧損）╱
   收益 (2,646) 1,057 (2,002) 2,766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
   之其他全面收益 (72) 36 (29) 156

    

(2,718) 1,093 (2,031) 2,92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845) 1,923 (11,552) 4,317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
 （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27) 556 (9,639) 811
 非控股權益 – 274 118 584

    

(127) 830 (9,521) 1,395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
 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45) 1,496 (11,741) 3,300
 非控股權益 – 427 189 1,017

    

(2,845) 1,923 (11,552) 4,317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 7 (0.02)港仙 0.09港仙 (1.48)港仙 0.12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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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68,212 69,858
於租賃土地之權益 – 4,167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3,464 3,435
使用權資產 5,376 –
遞延稅項資產 508 512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 9,020 9,020

  

86,580 86,992
  

流動資產
存貨 9 15,785 15,820
應收賬款 10 22,946 15,72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432 4,902
可收回稅項 – 3,48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1 – 2,27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 28,497 75,413

  

73,660 117,61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3 16,646 11,513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6,158 55,706
合約負債 14 4,225 3,476
租賃負債 419 –
稅項撥備 4,834 2,039

  

42,282 72,734
  

流動資產淨值 31,378 44,88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17,958 13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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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71 –
其他應付款項 3,704 –
遞延稅項負債 7,568 7,568
一名股東之貸款 15 9,500 9,500
一名少數股東之貸款 15 – 9,526

  

21,443 26,594
  

資產淨值 96,515 105,27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6,495 6,495
股份溢價 19,586 19,586
資本儲備 95 95
其他儲備 12,947 4,405
匯兌儲備 7,921 10,023
注資儲備 7,971 7,971
保留溢利 41,500 51,139

  

96,515 99,714
非控股權益 – 5,565

  

權益總額 96,515 10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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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45,775) 3,712

來自╱（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494 (3,043)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092) (25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 (45,373) 414

匯率變動之影響 (1,543) (881)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5,413 33,895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8,497 3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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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非控股
權益

權益
總額

 

股本
股份
溢價

資本
儲備

其他
儲備

匯兌
儲備

注資
儲備

保留
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按原先呈列 6,495 19,586 95 – 10,831 7,971 51,965 96,943 8,918 105,861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之影響 – – – – – – (252) (252) – (252)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經重列） 6,495 19,586 95 – 10,831 7,971 51,713 96,691 8,918 105,609

本期間溢利 – – – – – – 811 811 584 1,39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 2,489 – – 2,489 433 2,92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2,489 – 811 3,300 1,017 4,317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6,495 19,586 95 – 13,320 7,971 52,524 99,991 9,935 109,926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6,495 19,586 95 4,405 10,023 7,971 51,139 99,714 5,565 105,279

收購非控股權益 – – – 5,752 – – – 5,752 (5,754) (2)

非控股權益注資 – – – 2,790 – – – 2,790 – 2,790

本期間（虧損）╱溢利 – – – – – – (9,639) (9,639) 118 (9,521)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 (2,102) – – (2,102) 71 (2,03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2,102) – (9,639) (11,741) 189 (11,552)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6,495 19,586 95 12,947 7,921 7,971 41,500 96,515 – 9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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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1. 編製基準

環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存冊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份
自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起於聯交所GEM上市。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
除該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以人民幣（「人民幣」）為功能貨幣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均為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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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當中包括一切
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GEM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二零一九年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一併閱讀。除採納下文所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此等未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一九年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依循
者貫徹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引入單一承租人會計處理模式，並規定承租人就所有為期超過12個月的租賃確認
資產及負債，除非相關資產為低價值資產則作別論。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承租人須確認使用權資產（代表其使用相關租賃資產的權利）及租賃負債（代表其
作出租賃付款的責任）。因此，承租人應確認使用權資產折舊及租賃負債利息，並將租賃
負債之現金還款分類為本金部分及利息部分，並於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內呈列。此外，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初步按現值基準計量。一般而言，本集團使用其增量借款利率作
為貼現率。

計量包括不可撤銷租賃付款，亦包括承租人合理確定將行使選擇權延續租賃或不行使選
擇權終止租賃的情況下，將於選擇權期間內作出的付款。此會計處理方法與根據原準則（即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所用的承租人會計處理顯著不同。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造成重大影響，惟該等租賃承擔的若
干部分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租賃
負債。

本集團已選擇使用可行權宜方法對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獲識別為租賃的合約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因此，本集團將不會重新評估合約是否為或包含於首次
應用日期前已存在的租賃。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採用經修訂追溯法，
並按等於租賃負債的金額確認使用權資產，就緊接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前在綜合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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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表確認的該租賃相關的任何預付款項或應計租賃付款作出調整。於二零一九年十一
月一日首次應用當日，概不存在任何繁重的租賃合約致使須對使用權資產作出重大調整。
報告期間內的比較數字尚未重列，並將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呈報。

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而言，本集團確認按餘下租賃付款的現值計量的租賃負債，
並按本集團於首次應用日期的增量借款利率進行貼現。本集團應用可行權宜方法，不就
於首次應用日期租賃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土地及樓宇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本集
團將與該等租賃相關的租賃付款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法確認為開支。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已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及經營租賃責任與於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一日的租賃負債的對賬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已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2,887

減：確認豁免 — 租約期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終止之短期租賃 (1,194)

減：未來利息開支 (326)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
 已確認的租賃負債 1,367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的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價值包括下列各項：

受到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一日確認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不受有關變動影響的項目不包括在內。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的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九年

十月
三十一日，
按原先呈列

過渡至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之影響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一日，
經調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使用權資產 – 5,727 5,727

於租賃土地之權益 4,167 (4,167) –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902 (193) 4,709

租賃負債 – (1,367) (1,367)
   

9,069 – 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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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

本期間之收益（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以下各項：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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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來水廠 4,572 5,684 10,252 11,257

環保產品 16,122 19,769 29,298 37,609
    

20,694 25,453 39,550 48,866
    

3.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已確定為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已識別本集團之兩個服務項目為可呈報分
部如下：

環保產品 ： 銷售一般及工業環保產品、組件及其他相關配件
自來水廠 ： 於中國供應經加工自來水

此等經營分部均受到監管，而策略性決定乃根據經調整分部之經營業績而作出。

自來水廠 環保產品 總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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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0,252 11,257 29,298 37,609 39,550 48,866
      

可呈報分部收益 10,252 11,257 29,298 37,609 39,550 48,866
      

可呈報分部溢利 4,878 5,228 5,454 8,427 10,332 13,65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14 1,809 43 28 1,857 1,837
使用權資產折舊 – – 1,107 – 1,107 –
本期間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722 696 54 13 776 709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 – – – (249) – (249)
可呈報分部資產 95,385 109,748 59,945 59,523 155,330 169,271
可呈報分部負債 19,443 12,477 25,935 27,524 45,378 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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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集團經營分部所呈列之總額與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之本集團主要財務數
字之對賬如下：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收益 39,550 48,866
  

本集團收益 39,550 48,866
  

可呈報分部溢利 10,332 13,655

其他企業開支 (9,637) (10,671)

融資成本 (281) (255)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溢利 55 86
  

除所得稅前溢利 469 2,815
  

於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資產 155,330 194,57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2,270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3,464 3,435

可收回稅項 – 3,485

其他企業資產 1,446 841
  

本集團資產 160,240 204,607
  

可呈報分部負債 45,378 66,987

一名股東之貸款 9,500 9,500

一名少數股東之貸款 – 9,526

遞延稅項負債 7,568 7,568

其他企業負債 1,279 5,747
  

本集團負債 63,725 9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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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之溢利

經營之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達致：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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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數師酬金
 — 本期間撥備 400 254 570 479
於租賃土地之權益攤銷 – 21 – 42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 12,991 16,838 25,299 31,222
 — 滯銷存貨撥回撥備 – (249) – (2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28 919 1,857 1,837
使用權資產折舊 563 – 1,107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6 (7) 109 (31)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開支 – 520 – 1,16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工資及薪金 3,429 3,350 6,409 6,734
 — 退休金計劃供款 205 287 411 566    

3,634 3,637 6,820 7,300
    

5. 稅項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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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 香港 – – 8,400 –

即期稅項︰
— 中國 922 368 1,424 1,302
— 香港 41 91 166 118

    

963 459 9,990 1,420
    

香港利得稅已按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估計應
課稅溢利以稅率16.5%計提撥備。

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已按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於中國產生之估計應課稅
溢利以稅率25%計提撥備。由於本集團並無於中國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本期間及
過往期間的企業所得稅計提撥備。

根據澳門相關法例及規例，本集團一間於澳門成立及經營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及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獲豁免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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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7. 每股（虧損）╱盈利

本期間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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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供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127) 556 (9,639) 811

    

股份數目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以供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49,540 649,540 649,540 649,540

    

由於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計算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及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車輛 辦公室設備
廠房、模具

及機器
傢俬及
裝置

樓宇及
構築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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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期初賬面淨值 1,269 581 3,926 11 64,071 69,858
添置 120 68 588 – – 776
折舊 (63) (32) (249) – (1,513) (1,857)
匯兌差額 (13) (5) (33) – (514) (565)

      

期終賬面淨值 1,313 612 4,232 11 62,044 68,212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成本 3,905 2,520 38,388 858 103,320 148,991
累計折舊 (2,592) (1,908) (34,156) (847) (41,276) (80,779)

      

賬面淨值 1,313 612 4,232 11 62,044 6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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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存貨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貨品 20,444 21,338

減：滯銷存貨撥備 (4,659) (5,518)
  

15,785 15,820
  

10. 應收賬款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23,835 16,714

減：減值虧損撥備 (889) (989)
  

22,946 15,725
  

應收賬款為免息及按其原有發票金額確認，即其於初步確認時之公平值。

本集團之政策一般為向其貿易客戶提供60至120日之賒賬期。於報告日期之應收賬款及
票據按發票日期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根據賬齡劃分之未償還餘額：
 90日以內 21,660 14,430

 91–180日 1,333 1,015

 181–365日 152 203

 365日以上 690 1,066
  

23,835 1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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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金融產品投資 – 2,270
  

本集團向中國一間主要銀行購入金融產品投資。

1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已抵押銀行存款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及手頭現金 37,517 84,433

減：為獲取銀行信貸而抵押之銀行存款 (9,020) (9,02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8,497 75,413
  

為呈報目的而分析為非流動資產之已抵押銀行存款 9,020 9,020
  

13. 應付賬款及票據

供應商授出之信貸期一般為60至180日。於報告日期之應付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所作
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根據賬齡劃分之未償還餘額：
 90日以內 13,157 9,527

 91–180日 3,407 1,206

 180日以上 82 780
  

16,646 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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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合約負債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以下項目產生之合約負債
 — 銷售貨品 3,186 2,787

 — 自來水供應 1,039 689
  

4,225 3,476
  

15. 一名股東及一名少數股東之貸款

該等貸款為無抵押及免息，惟一名股東之貸款9,500,000港元乃按年利率5.25%計息（二零
一九年：年利率5.25%）。該等貸款毋須於自報告日期（即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償還。

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貸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

16. 關連人士交易

員工成本包括主要管理人員薪酬（包括執行董事酬金），由以下類別組成：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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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金
 津貼及實物利益 992 988 1,985 2,208

 退休金計劃供款 14 14 27 27
    

1,006 1,002 2,012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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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收益總額較去年同
期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個期間」）的48,866,000港元減少
19%至39,550,000港元，此乃由於環保產品業務之收益由上個期間37,609,000港
元減少22%至本期間29,298,000港元所致。在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戰（「貿易戰」）下，
工業市場氣氛不明朗，我們的環保產品客戶採取了減少採購的保守態度。當
市場尚未從貿易戰的影響中恢復，二零二零年初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使情況更加惡劣，令該期間大部分商業活動暫停。位於天津之自來水廠的用
水量因學校及工廠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下暫停而受到影響，自來水廠業務之
收益由上個期間的11,257,000港元減少9%至本期間的10,252,000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最近公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已從二
零二零年二月最低的35.7回復至二零二零年五月的50.6，連續三個月超過50的
分界線，顯示更多中國製造商正逐步恢復運作。在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轉
換成重視內需及品質的新增長模式的過程中，一方面將出現對低端機械及設
備需求下降的危機，但同時在「節能減排」國策之下亦有新機遇。本集團憑藉
過往於此範疇之經驗，將物色符合中國節能減排政策之新產品或服務之供應，
惟本集團將審慎監察情況，相應調整發展計劃。

位於天津之自來水廠擁有獨家為天津市寶坻區內及周邊部份地區（包括京津
新城）供應經加工自來水之權利。而京唐城際鐵路及天津濱海新區城際鐵路（統
稱「新城際鐵路」）下之寶坻站已開始動工。新城際鐵路竣工將促進寶坻區與京
津新城之綜合及合作經濟發展，其將有利於本集團之自來水廠的未來發展。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本集團已收購非全資附屬公司華永國際有限公
司已發行股本之剩餘20%，該公司為我們天津自來水廠之控股公司。完成後，
華永國際有限公司已成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是項收購符合本集團策略
管理，以具前瞻性之視野檢視本集團相應業務之市場，並尋求業務及投資機會，
從而為本集團提供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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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收益總額為39,55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減少19%（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8,866,000港元），此
乃由於我們的環保產品業務的銷售及自來水廠的銷售在二零二零年初爆發新
型冠狀病毒下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毛利為12,398,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減少22%（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807,000港元），此乃
由於本集團之收益總額減少及我們的環保產品業務的毛利率下跌所致。在外
幣不利的波動下，尤其是本集團銷售活動的主要貨幣之一的人民幣貶值，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減少至31%（截至二零一九
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行政費用為11,828,000港元，
與去年同期相若（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777,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銷售費用為2,066,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減少4%（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52,000港元），此乃由
於市場推廣費用減少所致。

本集團須於多個司法權區繳稅及在釐定稅項撥備金額及繳稅時須根據各司法
權區的稅法作出判斷。倘最終稅務結果可能與初步記錄之金額有所不同，則
該差異將影響所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
作出稅項撥備9,99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20,000
港元），其中8,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乃經考慮
稅務局之最新發展後就過往年度作出之進一步稅項撥備。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9,639,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81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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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以內部所得之現金流量、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及股東貸
款為其營運業務撥付資金。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
值為42,28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44,881,000港元），包括銀行結餘
及現金約為28,49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75,413,000港元）。於二零
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約為1.74（二零
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1.62）。本集團之存貨周轉日數約為88日（二零一九年十
月三十一日：87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周轉日數約為106日（二零一九年十月
三十一日：59日）。本集團應收賬款周轉日數增加乃由於收益減少及客戶在爆
發新型冠狀病毒下延遲付款所致。

股本架構

本公司之股份自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起於聯交所GEM上市。除於二零零五
年十一月以每股行使價0.01港元行使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
導致96,74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以總代價967,000港元獲發行外，自
該日期起，本公司之股本架構並無重大變動。本集團之股本僅包括普通股。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包
括少數股東權益））為14%（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18%）。

理財政策

本集團採取保守之理財政策。本集團透過對客戶之財務狀況持續進行信用評估，
力求減低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之流動資
金狀況，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結構足以應付資金需求。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採購以日圓、英鎊、歐元及美元計值。本集團之銷售主要以人民幣
及港元計值。本集團將不時檢討及監察與外匯有關之風險。

本集團資產質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質押其銀行存款約9,000,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9,000,000港元）以獲取銀行信貸。除上述者外，本集團於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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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68名僱員（二零一九年：68名）在香港及
中國工作。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及工作經驗釐定彼等之薪酬。除基本薪金外，
本集團亦或會參考其業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以向合資格員工授出酌情花紅及
購股權。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
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約為6,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員工之忠誠及
勤奮表現已獲廣泛嘉許及肯定。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無）。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收購非全資附屬公司華永國際有限公司（「華永國際」）已發行股本之剩餘20%外，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事項。華永國際為我們
天津自來水廠之控股公司。完成後，華永國際已成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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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
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第5.68條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及相關股份之好倉總數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
之權益或淡倉），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
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第5.68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就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下列人士（董
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或
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
交所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
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名稱╱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持有之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已發行股份之
百分比

Virtue Trustees (Switzerland) 
 AG（附註1）

透過單位信託及
 受控制法團

344,621,200 53.06

Wide Sky Management
 Limited（附註1）

透過受控制法團 344,621,200 53.06

Team Drive Limited（附註1） 直接實益擁有 344,621,200 53.06
包國平博士（附註2） 透過受控制法團 44,224,000 6.81
Crayne Company Limited
 （附註2）

直接實益擁有 44,224,000 6.81

附註：

1. 此等股份由Team Drive Limited持有，該公司由Wide Sky Management Limited全資擁有。Wide 
Sky Management Limited乃 一 項 單 位 信 託 之 受 託 人，其 全 部 已 發 行 單 位 由Virtue Trustees 
(Switzerland) AG持 有。根 據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Wide Sky Management Limited及Virtue Trustees 
(Switzerland) AG均被視為於Team Drive Limited持有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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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等股份由Crayne Company Limited持有，該公司由包國平博士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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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或
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按不較GEM上市規則第5.48至第5.67條所載交易規定標準寬鬆之條
款採納董事及指定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常規守則。本公司亦已向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彼等均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遵守證
券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
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惟以下
條文除外：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
大會，並對股東意見有公正之了解。獨立非執行董事倪軍教授未能出席本公
司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此乃因彼身處香港境外之故。

競爭及利益衝突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
東或其任何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進行與本集團業務（不論直接或間接）構成競
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與本集團產生任何其
他利益衝突。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務為審閱董
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並就此提出推薦建議。薪酬委員會主席為陳少萍
女士，而其他成員包括周錦榮先生及倪軍教授，彼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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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二月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務為制定提
名政策，以及就董事之提名及委任與董事會接任事宜向董事會提出推薦建議。
提名委員會主席為周錦榮先生，而其他成員包括陳少萍女士及倪軍教授，彼
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乃遵照
GEM上市規則第5.28及第5.33條而制訂。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務為審閱及監督
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主席為周錦榮先生，而
其他成員包括陳少萍女士及倪軍教授，彼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業績，並認為該等業績乃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而編製，且已作出
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環康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正煒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吳正煒先生及梁偉倫先生；非執行
董事呂新榮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少萍女士、倪軍教授及周錦榮先生。

本公佈將由刊發日期起計一連七天載於GEM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頁內及本
公司之網站www.eco-tek.com.hk內。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