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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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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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UNIVERSE PRINTSHOP HOLDINGS LIMITED
環球印館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48）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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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鑒於GEM上市公司的新興性質使然，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
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
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環球印
館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
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
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
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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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總額約為103.1百萬港
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少22.7%。

• 於二零二一財年，本集團錄得淨虧損約 12.5百萬港元，而二零二零財年則
錄得15.5百萬港元。撇除相關財務期間一次性項目的影響，於二零二一財
年錄得經營虧損淨額約 9.4百萬港元，而二零二零財年則為 11.0百萬港元。
二零二一財年的一次性項目包括就零售商舖及機器的租賃修訂的收益約
0.9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51,478港元）、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約
4,800港元（二零二零財年：3.2百萬港元）、政府補貼約7.8百萬港元（二零二
零財年：無）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約11.8百萬港
元（二零二零財年：7.7百萬港元）。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爆發
（「COVID-19」），影響本集團客戶的業務及市場活動。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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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比較數字。財務資料已經董事會批准。

本公告所載年度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
務報表，但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益 4 103,132,516 133,428,344

銷售成本 (82,834,952) (108,358,978)  

毛利 20,297,564 25,069,366

其他收入 5 8,778,429 1,410,863

其他收益 5 919,523 3,249,055

銷售及行政開支 (30,701,809) (36,837,245)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 10 (11,833,694) (7,729,648)  

經營虧損 (12,539,987) (14,837,609)

融資成本 6(a) (942,792) (700,315)  

除稅前虧損 6 (13,482,779) (15,537,924)

所得稅抵免 7 946,463 26,7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及 

全面收益總額 (12,536,316) (15,511,192)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1.39)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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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8,862,198 16,554,885

使用權資產 10 7,379,343 8,347,746

無形資產 120,771 177,704

已付按金 1,673,436 1,961,936

遞延稅項資產 804,220 237,413  

18,839,968 27,279,684  

流動資產
存貨 2,680,541 3,056,93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11 8,812,267 8,982,069

預付稅項 661,963 669,3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645,769 31,271,913  

35,800,540 43,980,23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4,911,848 17,783,794

合約負債 2,037,522 1,570,120

租賃負債 13 7,859,263 7,765,701

修復成本撥備 150,000 200,000  

24,958,633 27,319,615  

流動資產淨值 10,841,907 16,660,61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681,875 43,9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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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 5,413,024 6,748,125

遞延稅項負債 97 387,106  

5,413,121 7,135,231  

資產淨值 24,268,754 36,805,07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000,000 9,000,000

儲備 15,268,754 27,805,070  

總權益 24,268,754 36,80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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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環球印館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的公眾獲豁免有限公司，且其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GEM上市。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二十二章（一九六一年第三號法例，經
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及其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7號寧
晉中心12樓F室。其控股股東為周文強先生，彼亦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乃主要從事提供一般印刷服
務及印刷產品貿易。

2 合規聲明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為一個統稱，當中包
括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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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要求編製。此等財務
報表亦遵守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

3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其有關於且就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採納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的上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
會計政策或財務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
訂本）有關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外，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
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的影響概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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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已作出修訂，通過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中加入一項額
外的可行權宜方法，允許實體選擇不將租金寬免入賬為修訂，為承租人就因Covid-19

疫情而產生的租金寬免入賬提供可行權宜方法。該可行權宜方法僅適用於因Covid-19

疫情而直接產生的租金寬免，而且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準則：

(a) 租賃付款的變動導致經修訂租賃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的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更低；

(b) 租賃付款的減少僅影響原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及

(c) 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任何實質性變動。

符合上述標準的租金寬免可按照該可行權宜方法入賬，即承租人毌須評估租金寬免是
否符合租賃修訂的定義。承租人應運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其他規定對租金寬
免進行會計處理。

倘將租金寬免列作租賃修訂入賬，將導致本集團使用經修訂貼現率重新計量租賃負債
以反映經修訂代價，而租賃負債變動的影響將錄作使用權資產。通過應用可行權宜方
法，本集團無需釐定經修訂貼現率，而租賃負債變動的影響在觸發租金寬免的事件或
條件發生的期間於損益中反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的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

修訂本將可供承租人作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入賬的可行權宜方法期限延長一年。
租賃付款減少僅可能影響原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期限延長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修訂本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申報期間生
效，並獲准提早應用。

本集團已提早採納上述修訂及已選擇對所有符合標準的租金寬免應用可行權宜方法。
根據過渡條文，本集團已追溯應用該修訂，及並未重列過往期間數據，由於租金寬免
於當前財務期間產生，於首次應用該修訂時並無對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保留盈利的
年初結餘作出追溯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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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以下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潛在相關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
效，且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的流動或非流動分類 4

香港詮譯第5號（二零二零年） 財務報表的列報—借款人對載 

有按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作業準則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的披露 4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算的定義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來自單一交易有關資產及負債的遞延稅項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3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修訂本）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隨附範例（修訂本）2

1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對收購日期為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期間開始或之後的

業務合併生效
4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要求於財務報告披露重大會計政策資料（而非重大會計政
策）及就決定須披露哪項會計政策提供額外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業準則第2號（修
訂本）就如何應用會計政策披露的重大的概念提供指引。

董事預期，所有相關公佈的準則將於公佈生效日期後開始的首個期間在本集團會計政
策內採用。董事現正評估此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於首次應用年度的業績及財
務狀況可能產生的影響。除上述可能會於財務報表就會計政策披露而出現重大變化的
修訂，該等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於應用後對
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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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活動為提供一般印刷服務及印刷產品貿易。各重大收益分類金額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客戶合約收益

收益確認時間—於某一時間點
－柯式印刷 76,445,090 101,556,811

－原色數碼印刷 7,100,988 8,172,819

－噴墨印刷 13,735,644 18,568,567

－其他服務 5,850,794 5,130,147  

103,132,516 133,428,344  

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呈多元化，概無與任何客戶的交易超過本集團收益的10%。

(b) 分部報告

分部資料指報告予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的信息，高級管理人員為資源分配及績效評估
的主要經營決策者。於過去，提供柯式印刷服務、提供原色數碼印刷服務、提供噴墨
印刷服務及提供其他服務被分別確定為可報告分部。於本年度開始，本集團以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報告的本集團整體財務信息對本集團進行管理。該等信息並不包括特
定產品或服務系列或地理區域的損益信息。本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員根據該等信息分配
資源及以匯總方式評估本集團的績效。因此，本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員已確定於本年度
開始，本集團僅有一個單獨的報告分部（即提供印刷服務及印刷產品貿易）。

本集團的收益完全來自總部位於香港（即產品交付地點）的外部客戶，而本集團的非流
動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位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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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85,124 387,260

廢舊物資銷售收入 615,501 839,964

政府補助（附註） 7,806,996 –

雜項收入 170,808 183,639  

8,778,429 1,410,863  

其他收益
外匯收益淨額 491 4,88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4,800 3,192,692

租賃修改的收益 914,232 51,478  

919,523 3,249,055  

附註：

年內，本集團就由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項下的保就業計劃（「保就業計劃」）及
零售業資助計劃獲取政府補助總額7,806,996港元。根據保就業計劃，本集團須將補助用於支
付僱員工資，並於補貼期間不進行裁員。本集團並無與此等政府補助有關的未履行條件或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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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a) 融資成本
租賃負債的利息 942,792 700,315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7,359,090 31,492,765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234,624 1,378,904  

28,593,714 32,871,669  

(c)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430,000 430,00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 82,834,952 108,358,97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附註10） 2,146,933 5,608,050

使用權資產折舊 #（附註10） 6,691,210 7,740,272

無形資產攤銷 82,733 79,945

短期租賃開支 1,051,491 2,245,289

於貿易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附註11(b)） 162,778 152,122  

# 為數10,319,274港元、1,738,749港元及2,884,185港元（二零二零年：11,314,352港元、4,718,207港
元及3,544,407港元）的存貨成本分別與員工成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以及使用權資產
折舊有關，有關金額亦已計入就各該等開支類別於本附註單獨披露的相關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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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

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內的所得稅抵免指：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即期稅項
年內香港利得稅 –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7,353 (26,732)  

7,353 (26,732)

遞延稅項
計入損益 (953,816) –  

(946,463) (26,732)  

根據開曼群島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所得稅。

於年內，香港利得稅撥備按估計應評稅溢利的16.5%（二零二零年：16.5%）計算。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12,536,316港元（二零二零年：15,511,192港
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00,000,000股（二零二零年：900,000,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本集團兩年均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9 股息

概無於年內派付或建議派付股息，自報告期末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 13 –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物業
裝修

傢俱及
設備

廠房及
機器 電腦設備 汽車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1,861,339 668,576 37,503,777 477,219 485,587 40,996,498

添置 1,012,604 – 1,440,403 – – 2,453,007

出售（附註 (a)） (90,000) – (3,170,600) – – (3,260,600)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2,783,943 668,576 35,773,580 477,219 485,587 40,188,905

添置 1,387,438 12,000 2,110,769 – – 3,510,207

出售（附註 (a)） (84,402) – – (14,688) – (99,090)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4,086,979 680,576 37,884,349 462,531 485,587 43,600,022      

累計折舊及減值：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466,372) (409,369) (17,092,261) (327,399) (152,631) (18,448,032)

年內支銷 (617,730) (105,101) (4,628,348) (95,546) (161,325) (5,608,050)

減值（附註 (b)） (484,264) (41,697) (2,115,542) (13,764) (46,437) (2,701,704)

出售時撥回（附註 (a)） 90,000 – 3,033,766 – – 3,123,766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1,478,366) (556,167) (20,802,385) (436,709) (360,393) (23,634,020)

年內支銷 (474,515) (46,210) (1,508,871) (27,596) (89,741) (2,146,933)

減值（附註 (b)） (839,039) (29,072) (8,142,147) (8,055) (27,688) (9,046,001)

出售時撥回（附註 (a)） 74,442 – – 14,688 – 89,130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717,478) (631,449) (30,453,403) (457,672) (477,822) (34,737,824)      

賬面淨值：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369,501 49,127 7,430,946 4,859 7,765 8,862,198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305,577 112,409 14,971,195 40,510 125,194 16,55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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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

租賃物業 機器 汽車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8,658,775 574,726 260,400 9,493,901

添置 9,638,115 2,488,130 – 12,126,245

年內支銷 (7,040,017) (504,955) (195,300) (7,740,272)

減值（附註 (b)） (2,862,137) (2,148,193) (17,614) (5,027,944)

租賃修訂之影響 (134,984) (369,200) – (504,184)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8,259,752 40,508 47,486 8,347,746

添置 5,090,426 3,654,900 – 8,745,326

年內支銷 (5,808,861) (844,073) (38,276) (6,691,210)

減值╱（減值撥回）（附註 (b)） (2,814,338) 35,855 (9,210) (2,787,693)

租賃修訂之影響 (173,165) (61,661) – (234,826)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4,553,814 2,825,529 – 7,379,343    

有關已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的租賃詳情披露於附註13。

附註：

(a) 年內，本集團出售賬面值為9,960港元（二零二零年：136,834港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
設備，總代價為14,760港元（二零二零年：3,329,526港元），導致錄得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出售收益4,800港元（二零二零年：3,192,692港元）。

(b) 誠如董事所評估，由於出現減值跡象，故於報告期末就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以
及使用權資產進行減值測試。就本年度而言，基於管理及經營本集團的方式，管理層
作出評估後得出，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共同構成提供印刷服務及貿易印
刷產品的業務，故就減值測試而言該等資產共同形成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按使用價值計算釐定，包括按管理層所批准利用財政預算
編製的現金流量預測。財政預算所涵蓋的期間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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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減值測試的結果，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總額估計約為16,242,000港元，較
其賬面值低11,833,694港元。因此，已確認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減
值虧損11,833,694港元，而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分別佔其9,046,001港元及
2,787,693港元。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於年內確認進一步虧損，乃主要由
於自二零二零年一月的COVID-19疫情爆發持續。本集團的印刷服務需求高度依賴我
們的下游客戶所進行的本地業務及市場活動水平，而有關業務活動乃由市場氣氛所帶
動。所致的社交距離措施以及連接的COVID-19確診個案上漲已拖垮有關業務活動，以
及於隨後期間的業務推動力。疫情的影響正進化及改變，而疫情仍有高度不確定性，
且展望經濟復甦仍不確定。本集團財政預算已經修訂，以反映測試結果所得的經濟及
市場狀況以及額外減值虧損11,833,694港元的現時評估。

管理層就現金產生單位所用的使用價值計算的主要假設包括：(i)銷售增長介乎4%至
23%；(ii)毛利率維持於與本年度相若的水平；及 (iii)除稅前貼現率11.3%。

此等假設乃根據過往表現以及管理層就對本集團有所影響的市場狀況以及經濟及政
治變動之預期而釐定。所用之除稅前貼現率反映有關此現金產生單位所涉及的業務及
行業的特定風險。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7,426,297 7,658,664

減：虧損撥備（附註 (b)） (798,488) (635,710)  

6,627,809 7,022,954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2,184,458 1,959,115  

8,812,267 8,98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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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基於發票日期及扣除呆賬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於1個月內 3,988,042 2,728,247

1至2個月 970,995 1,348,312

2至3個月 551,235 886,624

超過3個月 1,117,537 2,059,771  

6,627,809 7,022,954  

貿易應收款項通常自發票日期起計30至90天內到期。

(b)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本集團會於撥備賬確認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除非本集團相信收回有關款項的可
能性很低，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直接就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年內貿易應收款項虧損撥備變動（包括個別及共同虧損部分）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於年初 635,710 483,588

減值虧損撥回 (52,891) (40,434)

已確認減值虧損 215,669 192,556  

於年末 798,488 635,710  

本集團按相等於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的金額計量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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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0,110,373 11,946,25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116,263 3,910,606

長期服務金撥備 685,212 1,926,935  

14,911,848 17,783,794  

截至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1個月內 5,647,280 7,035,440

1至2個月 3,420,782 3,596,342

2至3個月 1,028,297 82,364

3個月以上 14,014 1,232,107  

10,110,373 11,946,253  

長期服務金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於年初 1,926,935 2,051,703

長期服務金付款 (62,201) –

長期服務金撥備撥回 (1,179,522) (124,768)  

於年末 685,212 1,926,935  

根據香港僱傭條例（「條例」）第VB部，受僱於此條例下司法權區之僱員如在該條例指定之情
況下離職及其服務年資已達該條例的要求，則本集團需要支付長期服務金予該等僱員。

本集團已計提撥備，此乃根據以服務年資計算需支付給僱員之長期服務金最佳估計，減除
預期能從本集團定額供款退休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中抵銷之任何金額。

部分上述撥備預計在一年後使用。然而，將此款項與下一年內的應付款項分開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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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租賃負債

本集團租賃零售店、生產車間、辦公物業、停車場、機器及汽車以供其營運所用。定期租金
乃於租期內固定，租金按一至五年（二零二零年：一至六年）的初步期間磋商。部分租賃載有
提早終止選擇權。

該等租賃的使用權資產變動於附註10披露。與該等租賃有關的租賃負債變動如下：

租賃物業 機器 汽車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8,658,775 2,205,431 352,177 11,216,383

添置 9,638,115 2,488,130 – 12,126,245

租賃修訂 (137,777) (417,885) – (555,662)

融資成本 382,294 301,852 16,169 700,315

租賃付款 (7,342,046) (1,484,937) (146,472) (8,973,455)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11,199,361 3,092,591 221,874 14,513,826

添置 5,090,426 3,654,900 – 8,745,326

租賃修訂 (234,826) (914,232) – (1,149,058)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附註） (286,247) – – (286,247)

融資成本 580,714 353,518 8,560 942,792

租賃付款 (8,019,860) (1,328,020) (146,472) (9,494,352)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8,329,568 4,858,757 83,962 13,272,287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租賃負債以相關的機器及汽車作為抵押，賬面值為
2,825,529港元（二零二零年：87,99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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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租賃付款乃於以下日子到期：

最低租賃
付款 融資成本

最低租賃
付款的現值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年內 8,537,538 (678,275) 7,859,263

一年後但兩年內 3,239,885 (282,968) 2,956,917

兩年後但五年內 2,627,677 (171,570) 2,456,107   

14,405,100 (1,132,813) 13,272,287   

最低租賃
付款 融資成本

最低租賃
付款的現值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年內 8,457,133 (691,432) 7,765,701

一年後但兩年內 5,369,804 (301,647) 5,068,157

兩年後但五年內 1,828,695 (148,727) 1,679,968   

15,655,632 (1,141,806) 14,513,826   

未來租賃付款的現值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流動負債 7,859,263 7,765,701

非流動負債 5,413,024 6,748,125  

13,272,287 14,513,826  

附註： 誠如附註3(a)所披露，本集團已選擇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引入的可行
權宜方法應用於所有符合標準的租金減免。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
得的所有租金減免均符合應用可行權宜方法的標準。應用可行權宜方法導致租賃負
債總額減少 286,247港元。有關減幅的影響在觸發付款事件或條件發生期間內記錄於
損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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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主要從事向香港的客戶提供印刷服務。本集團的印刷服務包括柯式印刷、
噴墨印刷及原色數碼印刷。除印刷服務外，本集團亦向客戶提供其他服務，包括
生產其他印刷相關產品，如原子印、塑料名片、印刷環保袋及印刷塑料文件夾。

於二零二一財年，本集團錄得收益約103.1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二零二零財年」）的收益約133.4百萬港元減少約22.7%。於二零二一財
年，本集團錄得淨虧損約12.5百萬港元，而二零二零財年則錄得15.5百萬港元。撇
除相關財務期間一次性項目的影響，於二零二一財年錄得經營虧損淨額約 9.4百
萬港元，而二零二零財年則為 11.0百萬港元。二零二一財年的一次性項目包括就
零售商舖及機器的租賃修訂的收益約0.9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51,478港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約 4,800港元（二零二零財年：3.2百萬港元）、政府補
貼約7.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無）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的減
值虧損約11.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7.7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對本集團而言
為充滿挑戰的一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爆發引致政府實施社交距離措施
以減低病毒於香港擴散，影響本集團客戶的業務及市場活動。本集團已經及將繼
續採取行動，以控制成本及提升效率，從而維持我們的盈利能力及於市場內的競
爭力。

展望將來，疫情仍充滿未知變數，經濟復甦的前景仍存不確定性。本集團正探索
橫向擴張以及服務多元化的市場機遇。本集團將繼續實施我們的業務計劃，以增
加市場份額，提升形象、知名度及市場聲譽。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購買印刷相
關機器約 2.0百萬港元，以減少依賴分包商，以達至長遠成本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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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財年的總收益為103.1百萬港元，較二零二零財年的133.4百萬
港元減少30.3百萬港元或22.7%。收益下降乃由於印刷服務的需求減少所導致。我
們的印刷服務需求高度依賴我們的下游客戶所進行的本地業務及市場活動水平，
而有關業務活動乃由市場氣氛所帶動。然而，此等活動大幅減少，乃由於自二零
二零年一月起爆發的COVID-19疫情持續所致。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分包費用、生產雜費及員工成本。由於銷售訂單
量下降，總銷售成本由二零二零財年的108.4百萬港元減少至二零二一財年的82.8

百萬港元，與收益減少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二零財年的 25.1百萬港元減少至二零二一財年的 20.3百萬港
元，與收益及銷售成本減少一致。二零二一財年的毛利率為19.7%（二零二零財年：
18.8%）。

其他收入

於二零二一財年的其他收入主要指為應對COVID-19疫情的保就業計劃及零售業
資助計劃授出的政府補貼約7.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無）。

其他收益

二零二一財年的其他收益或虧損主要指租賃修改後終止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
負債的收益約0.9百萬港元，而二零二零財年的其他收益約 3.2百萬港元主要指出
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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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行政開支 

銷售及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折舊、法律及專業費用、資訊
科技發展費用、核數師酬金、營銷及娛樂、維修及保養、顧問費用、水電開支、銀
行費用及其他雜項行政開支。銷售及行政開支於二零二一財年為30.7百萬港元，
較二零二零財年的36.8百萬港元減少6.1百萬港元。銷售及行政開支減少乃主要由
於 (i)折舊減少，乃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二零財年對若干資產賬面值作出減值虧損；
(ii)由二零二零年四月至五月兩個月的暫時性縮減薪金，作為COVID-19疫情下其中
一項主要的減省成本措施；(iii)員工成本減少，乃由於員工平均人數減少；及 (iv)

租賃付款減少，乃由於租金減免。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

減值虧損主要指根據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減值測試就資產減
值（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11.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7.7百萬
港元）作出的撥備，以撇減其可收回金額。就減值評估而言，物業、廠房及設備以
及使用權資產合共形成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按使用價值計
算釐定，包括按管理層所批准的財政預算編製之現金流量預測。財政預算所涵蓋
的期間為五年。二零二一財年所作出的減值虧損乃由於COVID-19所致的意外且持
續的經濟衰退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二零二零財年的0.7百萬港元增加至 0.9百萬港元，主要歸因
於使用權資產添置所致的租賃負債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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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於二零二一財年的應佔虧損約為12.5百萬港元，而於二零二零財年
則錄得15.5百萬港元。撇除相關財務期間一次性項目的影響，於二零二一財年經
營虧損淨額約為9.4百萬港元，而二零二零財年則為11.0百萬港元。二零二一財年
的一次性項目包括就零售商舖及機器的租賃修訂的收益約0.9百萬港元（二零二零
財年：51,478港元）、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約4,800港元（二零二零財年：3.2

百萬港元）、政府補貼約7.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無）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以
及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約11.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7.7百萬港元）。

COVID-19爆發致使政府實施社交距離措施以減低病毒於香港擴散，影響本集團客
戶的業務及市場活動。董事會預期，該負面影響短期內將會持續，並將繼續影響
我們的財務表現。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續採取行動以控制成本及提升效率，以
維持我們的盈利能力及於市場內的競爭力。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物業、廠房及設備為8.9百萬港元，較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16.6百萬港元減少46.5%，乃主要由於上述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
虧損所致。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31.3百萬港元大幅減少至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23.6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COVID-19爆發所導致的經
營業績下降所致。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17.8百萬港元減少至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14.9百萬港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 (i)生產活動因印刷服
務的需求下降而減少；及 (ii)長期服務金付款撥備因強積金供款的表現理想而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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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 10.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
財年：16.7百萬港元），其中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 23.6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
31.3百萬港元）。本集團流動比率為1.43（二零二零財年：1.61）。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租賃負債總額為 13.3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
年：14.5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為0.55（二零二零
財年：0.39），乃根據本集團租賃負債總額佔權益總額的比例計算。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7.9百萬港元的租賃負債將於一年內到期，而5.4百萬港元的租賃
負債將於一年後到期。於二零二一財年，本集團資本架構並無變動。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二零財
年：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收購會計軟件的資本承擔為125,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收購數碼印刷機及會計軟件的資本承擔為
4.3百萬港元。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二一財年，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聯營公司、合營企業或附屬公司的重大收
購或出售。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業務活動僅在香港經營，且主要以港元計值，故董事認為本集團的
外匯風險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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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值為2.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87,994

港元）的若干機器及汽車乃根據融資租賃持有。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比較

下表為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的本集
團業務計劃與直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

載於招股章程之業務計劃 直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進展

購買一台五色柯式印刷機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八日之公
告（「首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所披露，本集
團已訂立購買協議收購一台六色柯式印刷機。
請參閱首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以瞭解更改
所得款項用途的詳細原因。

六色柯式印刷機的安裝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完
成。

購買一台混合印刷機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三日的
公告（「第二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所披露，
董事會議決將所得款項重新分配作其他用途。
請參閱第二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以瞭解更
改所得款項用途的詳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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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於招股章程之業務計劃 直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進展

擴大我們的店舖網絡 誠如第二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所披露，董事
會議決將所得款項重新分配作其他用途。請參閱
第二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以瞭解更改所得
款項用途的詳細原因。

租賃四部數碼印刷機 誠如第二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所披露，本集
團就租賃四部數碼印刷機訂立融資租賃協議，
總租賃付款為5百萬港元。

數碼印刷機的安裝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完成。

購買印刷相關機器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向一名獨立
第三方收購印刷相關機器約2.0百萬港元。

升級資訊科技系統 本公司的網站及手機應用程式的安裝已於二零
二零年完成。

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的股份於GEM上市，並以每股 0.23港元發行
225,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新股份（「股份發售」）。於支付交易成本及上市費
用後，股份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為24.0百萬港元。誠如首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
所披露，董事會議決重新分配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以供收購一台六色柯式
印刷機以替換本集團其中一台現有四色柯式印刷機（「首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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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二日首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的經修訂分配詳情載列如
下：

於二零一八年
十月十八日
公佈的所得
款項淨額
計劃用途

（根據所收取實際
所得款項淨額調整）

直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二十二日的

已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直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二十二日的

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購買一台六色柯式印刷機 10.7 10.7 —

購買一台混合印刷機 10.5 — 10.5

擴大我們的店舖網絡 1.9 — 1.9

升級資訊科技系統 0.9 0.9 —   

總計 24.0 11.6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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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第二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所披露，董事會議決就所得款項淨額用途進行
第二次更改。直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的詳情
載列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二十三日
公佈的所得

款項淨額計劃用途
（根據所收取實際
所得款項淨額調整）

直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

已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直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

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悉數動用結餘的
預期時間表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購買一台六色柯式印刷機 10.7 10.7 — —

租賃四部數碼印刷機 5.0 1.0 4.0 二零二五年底
購買印刷相關機器 5.0 2.0 3.0 二零二二年底
營運資金 2.4 2.4 — —

升級資訊科技系統 0.9 0.9 — —    

總計 24.0 17.0 7.0 —    

誠如第二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所披露，本集團與一名身為印刷機及影印機生
產商的獨立第三方訂立融資租賃協議，以租賃四部新數碼印刷機，總租賃付款為
5,040,000港元，當中5.0百萬港元將由所得款項淨額撥資，租期為60個月。詳情請
參閱第二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直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總租賃付款
1.0百萬港元已由所得款項淨額支付。

亦誠如第二次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曾向一名獨立第三方供應商
就購買約 2.0百萬港元的印刷相關機器進行磋商；有關購買其後於二零二零年四
月及七月完成。管理層將根據本集團的業務策略及經營要求定期評估更換或收購
額外生產機器及設備的需求。目前預期餘下之所得款項淨額 3.0百萬港元將二零
二二年底悉數用於購買印刷相關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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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餘下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乃作為銀行結餘存置於
香港持牌銀行，且將根據招股章程所述的擬定用途動用。

載於招股章程之業務目標、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計劃用途乃基於編製招股章程時
本集團作出的未來市場狀況最佳估計及假設，而所得款項乃根據本集團業務及行
業實際發展動用。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聘用114名（二零二零財年：125名）
全職僱員。本集團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僱員薪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及其
他福利）為28.6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32.9百萬港元）。

僱員根據其個人的職責及表現獲得報酬，亦考慮現行市場費率以確保競爭力。所
有僱員亦獲提供其他附加福利，如退休福利及酌情花紅。

本集團已為其香港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計劃資產乃於資
金中單獨持有，並由獨立受託人控制。計入損益的退休福利計劃供款指本集團按
每名僱員之每月相關收入（上限為每月30,000港元）的5%已經或應向計劃支付的供
款。年內計入損益的成本總額約為1.2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約1.4百萬港元），
為本集團就當前會計期間已經或應向計劃支付的供款。於報告期末，並無沒收供
款可用於減少未來承擔。

報告期後事項

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於報告期後須予以披露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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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認可為達至有效問責而於管理及內部程序中擁有良好企業管治之重要性。本
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乃以GEM上市規則附錄 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
告（「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良好企業管治原則為基礎。

本公司於二零二一財年及直至本公告日期已遵守所有載列於企業管治守則之適
用守則條文。

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進一步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標準，以確保其業務活
動及決策過程受到適當及審慎之規管。

購回、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
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充足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公開可得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一財
年及直至本公告日期維持GEM上市規則要求之不低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25%之規
定公眾持股量。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
5.48至5.67條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交易準則（「標準守則」），作為其規
管董事證券交易之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二零二
一財年及直至本公告日期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有關交易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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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標準守則第5.66條，董事亦要求因任職或受聘於本公司或附屬公司而可能知
悉本公司證券內幕消息的任何本公司僱員或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或僱員不可在
標準守則禁止的情況下買賣本公司證券，猶如其為董事。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建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28條及企業管治守則訂明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現
由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陳俊傑先生（「陳先生」）、孫咏菁博士及尹志強先
生，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陳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彼
等認為年度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要求及其他法律規定，且已作
出充分披露。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載於本初步公告中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
況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財務數字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與該年度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款額核對一致。香
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之保證委聘，
因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對本初步公告提出審核驗證方面
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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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所有GEM上市規則規定資料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GEM網站www.hkgem.com及本
公司網站www.uprintshop.hk查閱。倘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承董事會命
環球印館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周文強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周文強先生、許清耐先生、黃文軒先生及梁悅昌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尹志強先生，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陳俊傑先生及孫咏菁
博士。

本公告將於刊登日期後起計最少七日在GEM網頁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
一頁及本公司網頁www.uprintshop.hk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