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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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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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恒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為一億七千三百四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
一億五千九百萬港元），而毛利合共為二千二百七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一千三百一十萬港
元）。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四百八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一千五百四十萬港元）。每股基本及
攤薄虧損均為0.59港仙（二零一八年：1.89港仙）。

於回顧期間，由於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及全球經濟衰退，本集團在挑戰日增的營商環境中經
營業務。包括美國及中國大陸等國家面臨額外關稅而對其出口及國內生產總值產生負面影響。
由於競爭激烈及全球需求疲軟，服裝行業在黯淡的環境下運作。然而，得益於本集團員工的不懈
努力及早期開發海外生產基地的戰略決策，本集團不僅能為擔憂潛在額外關稅的客戶之現有於
中國大陸的生產訂單轉移至海外，亦成功獲得利潤率更高的額外訂單。因此，本集團來自成衣製
造及貿易業務之收益增加8.8%至一億七千三百五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一億五千九百四十萬
港元），而毛利率增至13.1%（二零一八年：8.5%），毛利為二千二百八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
一千三百五十萬港元）。

至於全球股票市場，它們經歷了大幅波動。由於中美貿易談判充滿不確定性、英國脫歐安排尚未
解決及美伊關係日益緊張，加上世界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投資者變得越趨謹慎。於二零一九
年上半年，香港恒生指數（「恒生指數」）在24,896點至30,280點之間波動，最終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二十八日報收28,542點（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845點）。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之證券投資業務錄得負收益及毛損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四十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開支佔成衣製造及貿易之收益比率為2.2%（二零一八
年：1.9%），而行政開支增加二百萬港元至二千三百一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二千一百一十萬
港元）。就本集團於一間聯營企業之投資而言，該聯營企業的管理層已繼續制定不同的解決方案
用以解決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不完整會計記錄問題。至於針對該聯營
企業附屬公司的創始人的索賠則正在進行中，預期需要更多時間及資源方能得出結論。鑑於該
等發展，本集團正積極考慮按合理市價向第三方出售其於聯營企業的41.4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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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析

a) 成衣製造及貿易分部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75.9%出口海外的成衣生產由位於中國大陸鶴山市之工廠負責，而餘下
24.1%則由柬埔寨的分包工廠生產。

由於特朗普政府提高對中國商品的關稅並提議將關稅延伸至歐元區及墨西哥，美國市場於
回顧期間陷入混亂。該等糾紛對美國出口及工業部門造成影響。本集團的美國客戶對成本高
度敏感，並開始將生產訂單重新定位至無額外關稅風險的國家。本集團抓住此機遇，通過提
供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生產基地獲得額外訂單。因此，來自美國客戶之收益增加7.7%至一億
零一百八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九千四百五十萬港元），佔分部收益58.7%（二零一八年：
59.3%）。

在艱難的外部環境下，歐元區的經濟增長於回顧期間開始放緩。作為中國大陸及美國的最大
貿易聯盟及主要的貿易夥伴的一員，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的不斷升級令歐元區陷入不安的境
地。為維持供應鏈穩定性，歐洲的客戶選擇向擁有多個生產基地的供應商下達訂單。由於能
夠滿足客戶的需求及期望，本集團不僅能保障來自現有歐洲客戶的生產訂單，否則該等訂
單因中美貿易緊張造成的不利影響之擔憂而流失，亦成功爭取到最初與其他中國大陸供應
商簽訂的額外訂單。因此，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歐洲客戶之收益增加
至四千九百七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四千七百萬港元），佔分部收益28.6%（二零一八年：
29.5%）。

總括而言，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成衣製造及貿易分部之收益增
加8.8%至一億七千三百五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一億五千九百四十萬港元）。由於獲得更
多利潤更高的訂單，分部溢利為五百八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虧損一百一十萬港元）。

b) 證券投資分部

於二零一九年首四個月，香港股票市場表現強勁。隨著MSCI Inc.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宣佈將增
加中國A股在MSCI指數中的權重，加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不斷努力拓展市場互聯
互通計劃，全球投資者增加了中國公司於其投資組合中的權重。因此，恒生指數於二零一九
年四月達到30,280點。然而，即使高級官員進行多次會晤，中美貿易談判於二零一九年五月
出現意料之外的破裂，對市場氣氛產生不利影響並引起市場波動。

面對不明朗且動蕩的股票市場，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繼續採取保守投資策略。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證券投資業務錄得公允值虧損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四十萬港
元），僅源於自二零一七年起持有的一隻香港上市股票的公允值變動所致。於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該上市股票的公允值為二百二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百三十
萬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秉持審慎之財務管理方法，得以繼續保持健康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合共為三千零九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七千一百一十
萬港元）。營運資金（即流動資產淨值）為九千三百四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千七百七十萬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2.3（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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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包括須於一年內償還並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的定期貸款及發票融資貸款，金額為一千
零二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定期貸款五百七十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之計算方式為債務淨額（即總貸款減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除
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資本及儲備，資本負債比率為-13.3%（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0.7%）。

資本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產生之資本開支總額為三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一百八十萬港元），主要
用於採購電腦。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銷售主要以美元交易。本集團於中國大陸設有一間廠房，並於香港及中國大陸設有辦
事處，本集團之經營開支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結算，部分開支亦以美元結算。本集團主要面對由
銷售成衣之交易所引致之美元匯率風險。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外匯風險較低。

本集團將會密切監察美元匯率的波動情況，並於有需要時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減低貨幣匯兌波
動的風險。

信貸政策

與現時行業慣例相符，本集團與已建立長遠穩定關係之客戶以記賬形式進行業務交易。本集團
定期審閱客戶之信貸評級，並於有需要時調整彼等之個別信貸額。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位於中國大陸鶴山市之土地使用權五百三十萬港元（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五百四十萬港元）及樓宇二千七百一十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二千八百四十萬港元）已抵押作本集團銀行貸款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和諧之工作環境，其業務之長期成功全賴僱員之竭誠投入工作及其專業技能。
本集團給予僱員具價值之事業及提供旨在加強其專業技能之不同培訓課程。僱員薪酬待遇乃根
據現行市場慣例及按其個人經驗與表現而釐定。為吸引及挽留高質素僱員，本集團亦按個別僱
員之表現及本集團之業績向個別僱員授予酌情花紅及購股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共僱用834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79名）全職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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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企業責任

作為一間具社會責任的企業，本集團致力維持最高要求之環境及社會責任標準，以確保其業務
可持續發展。董事會對本集團之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策略承擔整體責任。董
事會負責確保設立合適及有效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從而降低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風
險，以達致持份者之需求及預期。本集團之環境、社會及管治管理團隊肩負包括監察環境、社會
及管治策略計劃之實施、警示董事會任何潛在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風險，向董事會報告有關環
境、社會及管治系統成效及審查持份者之需求及預期在內之主要職責。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已遵守與其業務營運有關之在環境及社會責任方面所有相關法例及法規。
本集團明白，有賴所有人的參與及貢獻才能改善社會成就美好將來，亦因此鼓勵僱員、客戶、供
應商及其他持份者參與環境保護及社會活動，惠及整個社區。本集團與其僱員維持緊密關係，持
續加強與供應商之間的合作，並為客戶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以確保其業務可持續發展。

前景

中美領導人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底在大阪所達成恢復貿易談判及凍結進一步關稅的協議乃全球經
濟開始放緩時的積極發展。如報告期間所證實，由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並無真正的贏家，其所引起
的不確定性僅會抑制全球投資及經濟活動。預期全球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貿易休戰的
穩固程度及即將進行的中美貿易談判的結果。

據美聯儲主席稱，自二零一九年五月初起美國經濟發展愈發黯淡。二零一九年六月公佈的數據
顯示美國製造業自二零一六年十月起以最低速度擴展。儘管美國經濟整體上仍處於有利地位，
可取得進一步增長，惟可能影響此有利前景的風險正不斷增加。

就歐元區而言，英國脫歐仍為該地區經濟面臨的最大及無法估量的風險之一。儘管更換英國首
相，英國脫歐的問題及影響遠未解決。加上新任歐元區最高決策者即將推出的經濟政策充滿不
確定性及緊張的美歐貿易關係情況下，仍然難以預測該地區的經濟前景。

為應對未來的經濟挑戰以及滿足品牌客戶的需求，本集團將精簡其於中國大陸的工廠業務並於
東南亞開拓更多生產基地。本集團深信該等努力將盡量減少因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持久貿易
糾紛所產生的不利業務影響。

至於香港股票市場，其將仍然動蕩及無法預測。香港社會動蕩、中美貿易談判結果、美歐貿易關
係不斷演變、英國脫歐進展及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因素均將不同程度地影響香港股票市場
的表現。因此，本集團將繼續採取審慎態度管理證券投資業務。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探索多元化、潛在利潤豐厚的業務機會，同時鞏固其目前各項業務。此
外，本集團將保持審慎及勤奮，為日後克服挑戰奠定基礎。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止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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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73,375 159,001
銷售成本 (150,708) (145,884)

毛利 22,667 13,117
銷售開支 (3,857) (2,956)
行政開支 (23,053) (21,075)

經營虧損 4 (4,243) (10,914)
融資收入 103 83
融資開支 (697) (426)

融資開支 – 淨額 (594) (343)

應佔一間聯營企業之業績 – (4,169)

除所得稅前虧損 (4,837) (15,426)
所得稅開支 5 – –

由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期間虧損 (4,837) (15,426)

期內由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6 (0.59) (1.89)

－攤薄（港仙） 6 (0.59)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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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4,837) (15,426)

其他全面收入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項目
匯兌差額 43 280

由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期間總全面虧損 (4,794) (1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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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2,507 65,697
使用權資產 2(b) 6,338 –
於一間聯營企業之投資 – –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 –
土地使用權 9,024 9,145
按金 7 761 –

78,630 74,842

流動資產

存貨 57,161 59,82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73,730 34,92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8 2,214 2,33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0,944 71,084

164,049 168,173

總資產 242,679 243,015

權益
由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資本及儲備

股本 81,804 81,804
其他儲備 216,360 216,317
累計虧損 (142,204) (137,367)

總權益 155,960 16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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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304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820 11,820

16,124 11,82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58,309 64,759
租賃負債 2,079 –
貸款 10,207 5,682

70,595 70,441

總負債 86,719 82,261

總權益及負債 242,679 24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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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適用的披露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要求而編製。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2. 會計政策

已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誠如在其年度財務報表所描述，除如下所述。

(a) 本集團已採納之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

與本集團之營運有關且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生效的新訂準則、詮釋及
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所得稅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於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具負補償的預付款項特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外，採納上述新訂準則、詮釋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並無對本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產生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b)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本集團已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追溯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但並未就二零一八年
報告期間重列比較資料誠因按照該準則內的特定過渡性條文所允許。因此，採納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重新分類及調整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期初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確
認。

本集團為樓宇及汽車之承租人。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本集團就先前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原則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確認為租賃負債，惟短期及低價值
租賃除外。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952,000港元，
該等承擔與短期租賃有關，將按直線法於損益內確認為開支。因此，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並
無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截至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辦公物業之租賃乃分類為經營租賃。根據經營租賃作出的付款於
租賃期內以直線法於損益內確認。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租賃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當日
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相應負債。各租賃付款於負債與融資成本之間分配。融資成本於租賃期
內自損益確認，藉此制定各期間負債餘下之結餘的固定週期利率。使用權資產按資產可使用
年期及租賃期（以較短者為準）以直線法折舊。租賃付款採用租賃隱含的利率貼現。倘無法釐
定該利率，則使用承租人的遞增借貸利率，即承租人在類似經濟環境中以類似條款及條件借
入獲得類似價值資產所需資金所須支付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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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租賃相關現金流轉應呈列如下：

• 租賃負債本金部分之現金付款列作融資活動之現金流轉；
• 利息部分之現金付款與本集團所選擇利息付款的呈列方式一致；及
• 未列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短期租賃付款、低價值資產租賃付款及可變租賃付款列作經營

活動之現金流轉。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無對出租人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對租賃進行會計處理的方式
作出重大改變。

本集團租賃若干樓宇及汽車，其租賃合約通常按一至三年的固定期限訂立。於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有關樓宇的已確認使用權資產為6,338,000港元。

(c) 已頒佈但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之

新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

下列已頒佈新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與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
期間有關且於該會計期間強制生效，惟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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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號 保險合同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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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

重大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關於投資者與其聯營企業或合營 
企業之資產出售或出資

待定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將於上述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生效時應用該等準則及修訂。本集團正在評估上述新
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的影響，並預期採納該等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
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成衣製造及貿易以及證券投資。

營運分部按照與向董事會提供之內部報告一致方式報告。

主要營運決策者被識辨為本集團董事會。管理層乃根據經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之報告（用於評估表
現及分配資源）釐定營運分部。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從營運性質考慮業務，並識辨兩個分部：成衣
製造及貿易分部以及證券投資分部。

董事會根據經調整經營業績基準評估營運分部之表現，此評估基準代表經營虧損不包括屬資本性
質或非經常性質之重大收益或虧損（如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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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內確認之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成衣製造及貿易：
銷售成衣產品 173,498 159,419

證券投資：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公允值虧損 (123) (418)

173,375 159,001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未經審核分部資料如下：

成衣製造及

貿易分部

證券投資

分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73,498 (123) 173,375

可報告分部業績 5,798 (3,422) 2,376
企業行政開支 (6,619)

經營虧損 (4,243)
融資收入 103
融資開支 (697)

除所得稅前虧損 (4,837)
所得稅開支 –

期間虧損 (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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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未經審核分部資料如下：

成衣製造及
貿易分部

證券投資
分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59,419 (418) 159,001

可報告分部業績 (1,083) (3,795) (4,878)
企業行政開支 (6,036)

經營虧損 (10,914)
融資收入 83
融資開支 (426)
應佔一間聯營企業之業績 (4,169)

除所得稅前虧損 (15,426)
所得稅開支 –

期間虧損 (15,426)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收益及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資料。呈列地域資料時，分部收益乃根據外部客
戶之地理位置，而分部非流動資產則根據資產之地理位置。

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101,784 94,504 – –
中國大陸 – – 65,439 67,989
歐洲 49,696 46,956 – –
香港 6,254 4,457 13,191 6,853
世界其他地區 15,641 13,084 – –

173,375 159,001 78,630 7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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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121 12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814 2,731

5.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產生估
計之應課稅溢利 ，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6. 每股虧損

基本每股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潛在攤薄性普
通股，故攤薄每股虧損等於基本每股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虧損 (4,837) (15,426)

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818,042 818,042

基本及攤薄每股虧損（每股港仙） (0.59)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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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68,199 24,810
按金、其他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4,248 7,697
預付款項 2,044 2,416

74,491 34,923
減：列作非流動資產之按金 (761) –

73,730 34,923

本集團大部分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期介乎30至60日。

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9,239 16,699
31–60日 34,219 8,087
61–90日 14,474 –
超過90日 267 24

68,199 24,810

8. 控公允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持作交易之權益投資包括以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2,214 2,337

所有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允值均以彼等現時交投活躍市場之競價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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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38,169 38,209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5,423 17,116
應付獎金 – 9,434
僱員貸款 4,717 –

58,309 64,759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4,716 15,960
31–60日 18,805 17,151
61–90日 3,700 4,030
超過90日 948 1,068

38,169 3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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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審核委員
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邱永耀先生（委員會主席）、張振義先生及鄭先智女士共同組成。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同時擔任。李海
楓先生自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起兼任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董事會認為董事會由擁
有豐富經驗及才幹、兼具獨立元素之人士所組成，故其運作已足以確保權力與職權之平衡。董事
會相信，此架構有利於穩健及貫徹領導，令本公司可有效地作出商業決策。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規定標準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已符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
為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刊登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布於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carrywealth.com)上登載。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一切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站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恒富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
李海楓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海楓先生（主席及行政總裁）及王科先生（副
總裁）；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邱永耀先生、張振義先生及鄭先智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