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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CO-TEK HOLDINGS LIMITED
環康集團有限公司 *

( 股份代號：8169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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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
主板買賣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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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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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巿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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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就彼等所深知及深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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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約為118,520,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92,638,000港元），較上一年度增加約28%。

—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5,062,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為7,786,000港元。

—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約為0.78港仙，
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1.20
港仙。

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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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118,520 92,638
銷售成本 (84,192) (63,079)

  

毛利 34,328 29,559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5 3,966 11,324
銷售費用 (3,872) (3,611)
行政費用 (26,467) (27,242)
應收賬款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撥備） 11 151 (581)
其他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撥備） 87 (206)

  

經營之溢利 6 8,193 9,243
融資成本 (658) (717)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溢利 228 270

  

除所得稅前溢利 7,763 8,796
稅項 7 (2,701) (16,464)

  

本年度溢利╱（虧損） 5,062 (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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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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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8,620 1,683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其他全面收益 271 135

  

8,891 1,818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3,953 (5,850)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062 (7,786)
 非控股權益 – 118

  

5,062 (7,668)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953 (6,039)
 非控股權益 – 189

  

13,953 (5,8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9
— 基本及攤薄 0.78港仙 (1.2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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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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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15 69,449
使用權資產 10 4,801 8,356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4,339 3,840
遞延稅項資產 490 409
已抵押銀行存款 9,020 9,020

  

92,465 91,074
  

流動資產
存貨 14,216 16,520
應收賬款 11 21,312 23,45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103 9,41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3,270 55,807

  

104,901 105,19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2 20,138 13,30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8,958 41,968
合約負債 6,115 2,436
租賃負債 304 2,322
一名股東之貸款 14 4,391 –
稅項撥備 11,323 18,298

  

71,229 78,332
  

流動資產淨值 33,672 26,86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26,137 117,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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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141
租賃負債 214 1,907
其他應付款項 185 2,408
一名股東之貸款 14 9,500 11,200

  

9,899 15,656
  

資產淨值 116,238 102,28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 6,495 6,495
股份溢價 19,586 19,586
資本儲備 95 95
一般儲備 13,015 13,015
匯兌儲備 20,661 11,770
注資儲備 7,971 7,971
保留溢利 48,415 43,353

  

權益總額 116,238 10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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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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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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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820 – – – 5,820 (5,75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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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虧損）╱溢利 – – – – – – (7,786) (7,786) 118 (7,668)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 – – – 1,747 – – 1,747 71 1,818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1,747 – (7,786) (6,039) 189 (5,850)
          

於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一日 6,495 19,586 95 13,015 11,770 7,971 43,353 102,285 – 102,285
本年度溢利 – – – – – – 5,062 5,062 – 5,062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 – – – 8,891 – – 8,891 – 8,891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8,891 – 5,062 13,953 – 13,953
          

於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6,495 19,586 95 13,015 20,661 7,971 48,415 116,238 – 11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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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環康集團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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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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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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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GEM上市規則之披露規
定編製。

2.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有關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及於二
零二零年十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準則及修訂本（「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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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號（修訂本）
重大性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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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免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應用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
況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或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除另有說明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已於所有呈列年度貫徹應用。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謹請留意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已採用會計估計及假設。儘管此等估計乃基於管理層對當
前事件及行動之最佳認知及判斷，惟實際結果最終可能與該等估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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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呈報

於年內某一時間點確認本集團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87,268 70,299

自來水供應 31,252 22,339
  

118,520 9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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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部經營業績而作出。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環保產品 自來水廠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87,268 31,252 118,520
   

可呈報分部收益 87,268 31,252 118,520
   

可呈報分部溢利 17,911 12,544 30,455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 507 507
折舊 (2,228) (4,821) (7,049)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淨額 609 – 609
應收賬款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 247 (96) 151
其他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 (42) 136 94

   

添置非流動資產 32 4,947 4,979
   

可呈報分部資產 57,753 133,490 191,243
   

可呈報分部負債 20,497 31,801 5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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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環保產品 自來水廠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70,299 22,339 92,638
   

可呈報分部收益 70,299 22,339 92,638
   

可呈報分部溢利 16,827 9,121 25,948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3 961 964

折舊 (2,493) (3,946) (6,439)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淨額 602 – 602

應收賬款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516) (65) (581)

其他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81) (125) (206)
   

添置非流動資產 184 1,103 1,287
   

可呈報分部資產 64,325 127,358 191,683
   

可呈報分部負債 29,945 42,360 72,305
   



– 10 –

就本集團經營分部所呈列之總額與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之本集團主要財務數字之對賬
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收益 118,520 92,638
  

本集團收益 118,520 92,638
  

可呈報分部溢利 30,455 25,948

其他企業開支 (22,262) (16,705)

融資成本 (658) (717)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溢利 228 270
  

除所得稅前溢利 7,763 8,796
  

可呈報分部資產 191,243 191,683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4,339 3,840

其他企業資產 1,784 750
  

本集團資產 197,366 196,273
  

可呈報分部負債 52,298 72,305

遞延稅項負債 – 141

一名股東之貸款 13,891 11,200

其他企業負債 14,939 10,342
  

本集團負債 81,128 93,988
  

其他企業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董事酬金及作行政用途之短期租賃開支。

其他企業負債主要包括應計董事酬金、應計員工成本及應計核數師酬金。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其非流動資產（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劃分為以下
地區：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註冊地） 5,256 3,184 4,972 5,911

中國 113,264 87,484 77,981 70,795

其他 – 1,970 2 4,939
    

118,520 92,638 82,955 81,645
    

執行董事釐定本集團之註冊地為香港，即本集團主要辦事處之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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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之地理位置乃根據客戶所在地而劃分。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則根據資產實際所在
地而劃分。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超過本集團收益10%之重大收
益來自特定外部客戶。

5. 其他收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507 964
代理服務收入（附註 a） 3,264 6,587
政府補助（附註b） – 64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 (171)
稅項附加費撥回 – 3,209
租賃修訂收益 56 –
雜項收入 139 95

  

3,966 11,324
  

附註：

(a) 代理服務收入指就分包本集團客戶水錶安裝服務而向獨立服務供應商收取的代理費。

(b) 政府補助為自地方政府所獲得支持企業運營之補貼。本集團毋須就補貼滿足任何條
件。

6. 經營之溢利

經營之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達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 本年度撥備 720 700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 84,192 63,079
 —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淨額 (609) (60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86 4,172
使用權資產折舊 2,283 2,26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 171
應收賬款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撥備 (151) 581
其他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撥備 (87) 206
匯兌虧損淨額 129 177
短期租賃開支 927 1,338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工資、薪金及實物利益 15,634 15,059
 — 退休金計劃供款 133 147

  

15,767 15,206
  

* 存貨成本包括一筆有關折舊、員工成本、滯銷存貨撥備撥回及匯兌虧損合共約4,475,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3,843,000港元）之款項，上述款項亦計入上述作出獨立披露之有關
款項總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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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本年度
 — 香港 – 34

 — 中國 2,901 3,87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香港 – 12,440

  

2,901 16,351

本年度遞延稅項 (200) 113
  

2,701 16,464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已就首2百萬港元之估
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8.25%計提撥備，而2百萬港元以上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則按稅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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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所得稅已按本年度於中
國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25%（二零二零年：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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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豁免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稅務局（「稅務局」）正在落實本集團若干附屬
公司的稅務。經考慮最新稅務狀況，本公司董事已於綜合全面收益表確認所得稅開支撥
備不足12,440,000港元。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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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虧損）

本年度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供計算每股基本溢利╱（虧損）之本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 5,062 (7,786)
  

股份數目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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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並無潛在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
本盈利╱（虧損）相同。

10. 使用權資產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使用權資產按相關資產類別劃分的賬面淨值分析如下：

租賃土地
租賃作自用

之樓宇
租賃作自用
之辦公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4,167 1,450 110 5,727

修改 – 4,694 – 4,694

本年度折舊 (120) (2,123) (24) (2,267)

匯兌差額 161 41 – 202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一日 4,208 4,062 86 8,356

修改 – (1,538) – (1,538)

本年度折舊 (125) (2,137) (21) (2,283)

匯兌差額 234 32 – 266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4,317 419 65 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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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22,787 25,029

減：虧損撥備計提 (1,475) (1,574)
  

21,312 23,455
  

應收賬款為免息及按其原有發票金額（即其於初步確認時之公平值）確認。

本集團之政策為向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60至120日之賒賬期。於報告日期之應收賬款按
發票日期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賬齡劃分之未償還餘額：

90日以內 21,813 24,794

91日至180日 432 48

181至365日 18 40

365日以上 524 147
  

22,787 25,029
  

本年度應收賬款預期信貸虧損變動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十一月一日之結餘 1,574 989

本年度預期信貸虧損變動 (151) 581

外匯調整 52 4
  

於十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475 1,574
  

本集團並無就應收賬款持有任何抵押品。

12. 應付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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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賬齡劃分之未償還餘額：

90日以內 4,876 13,046

91至180日 12,100 –

180日以上 3,162 262
  

20,138 1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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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負債 5,377 6,452
其他應付款項 23,766 37,924

  

29,143 44,376
減：非流動部分 (185) (2,408)

  

流動部分 28,958 41,968
  

其他應付款項主要包括應付代價、與物業、廠房及設備相關的應付建造成本、其他稅項
負債及就水錶安裝而應付予承建商之款項。

14. 一名股東之貸款

一名股東之貸款指應付本公司一名對本集團擁有控制權的主要股東的款項。有關餘額被
視為應付關連人士的款項。

該等貸款為無抵押及按年利率5.25%（二零二零年：5.25%）計息。

除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一名股東之貸款4,391,000港元外，該等貸款毋須於自報告
日期（即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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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股本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5,000,000,000股（二零二零年：5,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5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49,540,000股（二零二零年：649,54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6,495 6,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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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環保產品業務及自來水廠業務之收益
分別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的74%（二零二零年：76%）及26%（二零二零年：24%）。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中國利好之工業市場氣氛下，環保
產品業務之收益為87,268,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
零二零年：70,299,000港元）增加2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
來水廠業務之收益為31,252,000港元，較去年（二零二零年：22,339,000港元）增加
40%，此乃由於去年因學校及工廠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下暫停導致耗水量減少，
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本年度並無此等暫停，且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止本年度我們之自來水廠開始為鄰近天津市寶坻區京津新城周
邊郊區鄉村供應經加工自來水以取代使用地下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國家統計局」）近期公佈，二零二一年第四
季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4%，導致2021年全年增長8.1%，而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50.3，高於50分界線，顯示中國
製造商的營運擴張。在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時代，轉換成重視內需及品質
的新增長模式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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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策之下亦充滿機遇。憑藉本集團於此範疇之經驗以及對
客戶需求有深入了解，本集團將物色符合中國節能減排政策之新產品或服務
供應，惟我們將審慎監察情況並相應調整發展計劃。我們環保產品業務之若
干產品應用於船舶機械業及清潔能源業，例如水力及風力發電設施。由於國
際上對環保事宜日趨關注，我們相信我們之環保產品業務之前景樂觀。

我們的天津自來水廠擁有獨家為天津市寶坻區內及周邊部分地區（包括京津
新城）供應經加工自來水。本集團於天津之自來水廠鄰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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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未來新城際鐵路竣
工將促進寶坻區與京津新城之綜合及合作經濟發展，本集團之天津自來水廠
將可從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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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為118,520,000港元，較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去年（二零二零年：92,638,000港元）增加28%，此
乃由於環保產品業務之收益在中國利好之工業市場氣氛下由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止去年之70,299,000港元增加24%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
日止本年度之87,268,000港元。自來水廠業務之收益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
三十一日止去年之22,339,000港元增加40%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本年度之31,252,000港元，原因為去年因學校及工廠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下暫
停導致耗水量減少，而本年度並無此等暫停，且我們之自來水廠於本年度開
始為鄰近天津市寶坻區京津新城周邊郊區鄉村供應經加工自來水以取代使用
地下水。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毛利為34,328,000港元，較去
年（二零二零年：29,559,000港元）增加16%，此乃由於本集團之收益總額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毛利率為29%，較去年輕微減
少（二零二零年：32%）。此乃由於環保產品業務的毛利率下降，而中國工業市
場競爭激烈，難以將我們供應商的價格升幅即時轉嫁予客戶。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為3,966,000
港元，較去年（二零二零年：11,324,000港元）減少65%，此乃由於去年經考慮稅
務局審核之最新發展後，稅項附加費撥回約為3,209,000港元，惟本年度並未錄
得有關項目。此外，本集團的代理服務收入由去年6,587,000港元減少至本年度
3,264,000港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費用為3,872,000港元，較
去年（二零二零年：3,611,000港元）增加7%，此乃由於本年度展覽費用增加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行政費用為26,467,000港元，較
去年（二零二零年：27,242,000港元）減少3%，此乃由於法律及專業費用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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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作出稅
項 撥 備2,701,000港 元，較 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稅 項 撥 備
16,464,000港元減少84%，乃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過往
年度稅項撥備不足12,44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本年度
則並無該項目。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5,062,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虧損7,78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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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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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
淨值約為33,67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26,867,000港元），包括銀行
結餘及現金約63,27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55,807,000港元）。於二
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約為1.47（二
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1.34）。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存貨
周轉日數約為62日（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96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周轉
日數約為66日（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92日），存貨周轉日數及應收賬款周
轉日數減少乃由於本集團的收益增加，以及客戶結算未償還結餘延誤的情況
於本年度有所改善所致。

股本架構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在聯交所GEM上市。除於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以每股行使價0.01港元行使首次公開發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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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包
括非控股權益））約為12%（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11%）。

理財政策

本集團對其理財政策採取保守方針。本集團透過對客戶之財務狀況持續進行
信貸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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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採購以英鎊、日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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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質押其銀行存款約9,020,000港元（二零
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9,020,000港元）以獲取銀行信貸。除上述者外，本集團於
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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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77名僱員（二零二零年：70名）在香港、
澳門及中國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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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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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員工成本總額（包
括董事酬金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約為15,76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5,206,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僱員之忠誠及勤奮表現
已獲廣泛嘉許及肯定。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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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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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購買或
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
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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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及利益衝突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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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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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之過程中，審核委員會於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舉行四次會議，以檢討有關運作情況。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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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二零年：
無）。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同意本公佈所載有關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綜合權益變動表及其相關附註的數字為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所載數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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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
準則而進行之核證委聘工作，故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毋須就
本公佈作出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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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預定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四）舉行（「股東週年
大會」）。為釐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由二零
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四）（包括首尾
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為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未登記為本公司股份持有人之人士應確保
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在不遲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星
期五）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33樓3301–04室，以辦理登記手續。

承董事會命
環康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正煒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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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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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