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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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TATE ENERGY GROUP INTERNATIONAL ASSETS HOLDINGS LIMITED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8）

截 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以及根據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的去年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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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10,179 96,434
銷售成本 (173,997) (81,459)

  
毛利 36,182 14,975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701 (697)
其他收入 1,331 434
銷售、分銷及市場推廣開支 (4,909) (3,023)
行政開支 (18,126) (32,96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252) (40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4,673 105

  
經營溢利╱（虧損） 19,600 (21,568)
財務費用 5 (7,336) (7,778)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12,264 (29,346)
所得稅開支 7 (1,339) (725)

  
年度溢利╱（虧損） 10,925 (30,071)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異 (91) (1,328)
出售附屬公司時撥回匯兌儲備 (393) 1,011
自用土地及樓宇之重新估值虧損 (1,785) —

  
年度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8,656 (30,388)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376 (28,249)
非控股權益 1,549 (1,822)

  
10,925 (30,071)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溢利╱（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144 (28,004)
非控股權益 1,512 (2,384)

  
8,656 (30,38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港仙） 9 1.21 (3.64)

  
 －攤薄（港仙） 9 1.21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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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37,755 1,405

使用權資產 10 4,083 —

投資物業 11 121,785 156,212

租金按金 680 —
  

164,303 157,617
  

流動資產

存貨 21,546 16,00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112,407 46,764

已抵押銀行存款 — 52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2,272 4,543
  

146,225 67,830

分類為持作銷售資產 — 14,339
  

146,225 82,169
  

資產總值 310,528 239,786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77,540 77,540

儲備 (46,088) (54,628)
  

31,452 22,912

非控股權益 1,516 6,296
  

權益總額 32,968 2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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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非流動 2,366 —

已收租金按金 489 —

遞延稅項負債 3,961 4,358
  

6,816 4,35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45,741 7,049

合約負債 766 —

銀行借款 — 32,972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14 147,673 95,971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15 72,800 69,666

租賃負債 1,842 —

應付稅項 1,922 214
  

270,744 205,872

與分類為持作銷售資產直接相關的負債 — 348
  

270,744 206,220
  

負債總額 277,560 210,578
  

權益及負債總額 310,528 239,786
  

流動負債淨額 (124,519) (124,05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9,784 3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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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其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九龍紅磡鶴翔街 1號維港中心南翼第 1座 5樓 13室。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從事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採購、分包、市場
推廣及銷售、物業投資及提供市場推廣服務。

 除另有說明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以千港元為單位列示。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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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
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已就重估投資物業作
出修訂。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經營現金流出淨額約 15,193,000港元。於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額約 124,519,000港元。董事正採取行動改善本集
團流動資金及財務業績，包括積極節約成本及其他措施，以改善本集團的經營現金流量及財務
狀況。

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財務業績及流動資金狀況。鑒於本集團經營業績及現金流量將透過實行
上述措施而得以改善，且考慮到本集團目前的營運及業務計劃以及現時可取得銀行融資，董事
確信本集團在可預見將來到期時全面履行其財務責任。此外，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人士已
同意為本集團提供持續財務支援（如有需要），以履行任何到期責任。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按
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編製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致之綜合財務報表須作出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管理層亦須於應用本
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涉及較高水平判斷或較複雜之範疇或對綜合財務報表屬重大之假設
及估計之範疇已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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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概述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乃就本集
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發展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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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因素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本集團尚未應用任何在本會計期間內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無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
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及相關詮釋。

租賃之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 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而並無對先前並未識別為包括租賃的合約應用該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
於首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就於首次應用日期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會於開始或修訂日期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 16號項下的定義評估合約是否為租賃或包含租賃。除非合約中的條款與條件
隨後被改動，否則有關合約將不會被重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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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二零一九年四月
一日）確認。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於期初累計虧損確認且比較資料不予重列。

於過渡時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項下的經修訂追溯方法時，本集團按逐項租賃基準
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且與各租賃合約相關的租賃應用以下可行
權宜方法：

i. 通過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作為減值審閱的替代方
法，評估租賃是否屬有償；及

ii. 選擇不就租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 12個月內結束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並未確認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2,602

減：確認豁免－短期租賃 (2,602)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租賃負債 —

 

作為出租人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毋須就其作為出租人的租賃作出任何過
渡調整，惟須自首次應用日期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將該等租賃入賬，而比較資
料並無重列。

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將合約中的代價分配至各租賃及非租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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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號 保險合約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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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修訂本）

重大性的定義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香港會計
 準則第 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1

1.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收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期初或之後生效的業務合併

及資產收購。
3.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將予釐定之日期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除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已於二零一八年頒
佈。其後續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參考修訂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
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在可見將來對綜合財
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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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採購、分包、市場推廣及銷售、物業投資及提供市場推廣
服務。營業額主要指已售貨品之代價、已收取及應收租金收入及已提供的市場推廣服務。營業
額、其他收益╱（虧損）淨額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客戶合約收益
  －於某一時間點
  出口銷售 73,767 57,260

  本地銷售 120,472 33,503

  市場推廣服務收入 12,042 —

 其他來源收益
  租金收入 3,898 5,671

  
210,179 96,43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虧損）（附註 4） 1,121 (1,011)

 出售廠房及設備收益 — 332

 廠房及設備撇銷 (420) (18)
  

701 (697)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25 323

 佣金收入 870 —

 雜項收入 436 111
  

1,331 434

  



– 10 –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和中國經營以下業務分部：

i） 成衣業務－銷售成衣予本地及海外客戶

本集團於交付售予客戶的貨品時達成其履約責任。

ii） 物業投資－投資及出租物業

iii） 市場推廣服務收入－提供市場推廣服務。

本集團組織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本集團於完成活動時達成其履約責任。此外，本集團亦
於廣泛線上渠道為客戶特定的廣告產品提供宣傳服務。本集團於宣傳產品發佈至線上渠道
時達成其履約責任。

分部損益指在未有分配作企業用途之中央行政成本、融資成本及專業費用之情況下各分部之損
益。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使用權資產、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分部資產不包括若干已抵押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作企業職能之用的資產及分類為持
作銷售資產。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合約負債及租賃負債。分部負債不包括作企業職能之
用的負債（如應付稅項、若干銀行借款、應付一名股東款項、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及與分類為
持作銷售資產直接相關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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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部

二零二零年
成衣業務 物業投資 市場推廣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94,239 3,898 12,042 210,179
    

分部經營溢利 13,498 8,138 4,785 26,421
   

未分配企業收益 742

未分配企業支出 (8,264)

廠房及設備撇銷 (420)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1,121
 

經營溢利 19,600

財務費用 (7,336)
 

除稅前溢利 12,264

所得稅開支 (1,339)
 

年度溢利 10,925
 

分部資產 157,549 122,907 12,538 292,994

未分配資產 17,534
 

資產總值 310,528
 

分部負債 41,038 489 7,674 49,201

未分配負債 2,003

應付稅項 1,922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147,673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72,800

遞延稅項負債 3,961
 

負債總額 27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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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業務 物業投資
市場

推廣服務 企業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1,361 — — — 1,36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05 233 — 93 1,431

使用權資產折舊 1,361 — — — 1,36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 (4,673) — — 4,673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 — (1,121) (1,121)

廠房及設備撇銷 — — — 420 42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虧損撥備 123 — 89 40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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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成衣業務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90,763 5,671 96,434

   

分部經營溢利 3,009 5,058 8,067

  

未分配企業收益 438

未分配企業支出 (29,044)

廠房及設備撇銷 (18)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1,011)
 

經營虧損 (21,568)

財務費用 (7,778)
 

除稅前虧損 (29,346)

所得稅開支 (725)
 

年度虧損 (30,071)

 

分部資產 57,620 156,700 214,320

未分配資產 11,127

分類為持作銷售資產 14,339
 

資產總值 239,786

 

分部負債 1,828 1,149 2,977

未分配負債 4,072

應付稅項 214

銀行借款 32,972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95,971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69,666

與分類為持作銷售資產直接相關的負債 348

遞延稅項負債 4,358
 

負債總額 21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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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業務 物業投資 企業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 — 449 4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1 — 692 813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 105 — 105

出售廠房及設備收益 (310) — (22) (332)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 — 1,011 1,011

廠房及設備撇銷 — — 18 18

貿易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401 — —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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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報告形式－地區分部

二零二零年

營業額
指定

非流動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洲 72,152 —

香港 124,242 120,838

中國 13,785 42,785
  

210,179 163,623
  

二零一九年

營業額
指定

非流動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洲 52,879 —

澳洲 4,381 —

香港 37,012 115,405

中國 2,162 42,212
  

96,434 157,617

  

收入按客戶所在國家分配。指定非流動資產按資產所在地分配。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相關年度來自佔本集團成衣業務（二零一九年：成衣業務）總銷售額 10%以上之客戶之收入如
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66,019 52,879

客戶乙 22,948 15,968

客戶丙 1 不適用 15,076

  

1 相關收入並無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總銷售額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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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虧損）

(A)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出售一間附屬公司Takson Logistics 

Limited（「TCL」）的全部股權，代價約為人民幣 7,408,000元（約 8,423,000港元）。出售事
項完成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落實。

TCL持有江蘇友易國際物流有限公司（「江蘇友易」）之 55%股權，其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
日完成出售TCL後同時出售。

於出售日期附屬公司應佔的資產及負債總金額如下：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廠房及設備 1,251

其他應收賬款 42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663

其他應付賬款 (348)
 

13,991
 

出售附屬公司時撥回匯兌儲備 (393)

出售附屬公司時撥回非控股權益 (6,296)

出售收益 1,121
 

代價以現金償付 8,423
 

出售導致現金流出淨額：
已收現金代價 8,423

減：已出售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2,663)
 

(4,240)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的附屬公司出售前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及現金流量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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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出售附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持有 100%實際權益的國能資本有限
公司、Global Sportswear Inc.、State Energy Finance Limited、State Energy Properties 

Investment (Europe) Holdings Limited、Takson Sourcing Limited、Takson Warehouse 

Limited已告出售，總代價為 6港元。

於出售日期附屬公司應佔的資產及負債總金額如下：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14

其他應收賬款 58

其他應付賬款 (172)
 

—

 
出售附屬公司時撥回匯兌儲備 1,011

出售虧損 (1,011)
 

代價以現金償付 —

 
出售導致現金流出淨額：
已收現金代價 —

減：已出售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14)
 

(114)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的附屬公司出售前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及現金流量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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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及透支之利息 733 1,510

融資租賃承擔之利息部份 — 7

租賃負債之利息 217 —

來自一名股東貸款之利息 3,252 764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貸款之利息 3,134 5,379

來自其他貸款之利息 — 118
  

7,336 7,778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乃扣除╱（計入）以下收支後列示：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成本 167,799 81,459

核數師酬金 710 630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31 813

折舊 –使用權資產 1,361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252 40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4,673) (105)

法律及專業費用 1,780 8,182

廠房及設備撇銷 420 18

匯兌虧損淨額 410 361

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的
 土地及樓宇租賃的最低租賃付款 — 3,725

投資物業應收租金減直接支出 (3,708) (5,45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0,480 16,295

出售廠房及設備收益 — (332)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虧損 (1,12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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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自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扣除之稅項金額為：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 624 214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112 —
  

1,736 214

遞延稅項
 本年度 (397) 511

  
1,339 725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 7號）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引入利得稅兩級制。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獲簽署成為法律，並於翌日
在憲報刊登。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 2,000,000港元溢利的稅率為 8.25%，而超
過 2,000,000港元溢利的稅率為 16.5%。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劃
一稅率 16.5%課稅。

因此，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首 2,000,000港元的香港利得稅按
預計應課稅溢利的 8.25%計算，而超過 2,000,000港元按預計應課稅溢利的 16.5%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
25%。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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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虧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千港元） 9,376 (28,249)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千股） 775,406 775,406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港仙） 1.21 (3.64)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港仙） 1.21 (3.64)

  

於該等年度並無未行使攤薄性潛在普通股。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 1,361,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約 449,000港元）。

年內，本集團訂立一項新租賃安排以使用一間租賃店三年。本集團須於合約期內每月支付固定
費用。釐定租賃期及評估不可撤銷期限時，本集團應用合約的定義及釐定可執行合約的期間。

11. 投資物業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 156,212 156,107

轉入土地及樓宇 (39,100) —

計入損益之公平值變動 4,673 105
  

年末 121,785 15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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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87,829 39,844

減：虧損撥備 (613) (401)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87,216 39,443
  

貿易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淨額 24,860 4,762

預付款項 216 344

租金、水電及雜項按金 115 2,215
  

25,191 7,321
  

總計 112,407 46,764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根據發票日期劃分，並扣除信貸虧損準備）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32,693 12,453

1至 3個月 25,070 25,335

3至 6個月 29,453 1,655
  

87,216 39,443

  

所有貿易應收賬款均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計值。

本集團大部份海外客戶銷售一般以載運提單日期起計記賬 120日（二零一九年：90日至 120日）
方式進行。授予本地客戶的信貸期為 90日（二零一九年：45日至 90日）。授予市場推廣服務客
戶的信貸期介乎完成日期起計 0日至 5日，並於發票日期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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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26,598 1,828

應付票據 10,404 —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37,002 1,828
  

已收租金按金 261 959

應計費用 3,768 1,902

其他應付賬款 4,710 2,360
  

8,739 5,22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總計 45,741 7,049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根據發票日期劃分）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28,766 1,828

1至 3個月 8,236 —
  

37,002 1,828

  

所有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

就向海外供應商進行採購而言，貿易應付賬款一般於載運提單日期起計 30日至 60日（二零一九
年：30日至 60日）期內結清。就向本地供應商進行採購而言，信貸期為 30日（二零一九年：30

日）。就市場推廣服務供應商而言，信貸期為完成日期或發票日期起計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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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一名股東之貸款 147,673 95,971

按要求償還╱須於一年內償還計入流動負債之款項 (147,673) (95,971)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款項 — —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一名股東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及還款期自提取日期起計 12

個月。實際利率為 5.88%。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本集團與股東訂立協議，同意修改貸款的還款期為按要求償還。於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為無抵押、不計息及按要求償還。

15.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貸款 72,800 69,666

按要求償還╱須於一年內償還計入流動負債之款項 (72,800) (69,666)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款項 — —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及須按要
求償還。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應付前身直接控股公司國能香港有限公司（「國能香港」）之
款項根據法院命令須支付予本集團一間關連公司。因此，應付國能香港之款項約 125,087,000港
元轉讓為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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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報告期後事項

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爆發

自二零二零年初冠狀病毒（「COVID-19」）爆發以來，全球已實施並繼續執行一系列預防和控制
措施。本集團一直密切關注COVID-19疫潮的發展及其對商業和經濟活動的干擾，並評估其對
本集團財務狀況、現金流量和經營業績的影響。由於COVID-19疫情不斷變化，在此等財務報
表獲授權發佈之日，尚無法合理估計其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現金流量和經營業績的影響。

17.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予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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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鄭鄭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獲委聘以審核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以下章節載列獨立核

數師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發表報告摘錄。

有關持續經營的重大不確定因素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1表明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營現金流出

淨額約為 15,193,000港元，而 貴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

資產約 124,519,000港元。誠如本業績公告附註 2所述，該等事件或狀況連同本業績公告附

註 2所列的其他事項表明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會令人對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

重大懷疑。吾等並無就此事宜作出修訂意見。

業務回顧

成衣業務

本集團於中國經營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採購、分包及貿易業務，並出口至海外市場。自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起，本集團已開始將非洲傳統服飾最常用的布料蠟染布出口至非洲（「非洲

業務」）。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本集團已將成衣業務擴展至於香港及中國採購、分包、設計、銷售

及分銷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經營意大利品牌「ACCAPI」旗下的授權產品，以及香港品牌

「Super X」旗下的運動服裝分銷（「ACCAPI業務」）。

物業投資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六個位於中國的投資物業及五個位於香港的投資

物業（包括三個停車位）作為產生租金收入用途（「投資物業」）。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所有投資物業已全數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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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投資物業的獨立估值，投資物業的價值約為 121,800,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156,200,000港元）。

市場推廣及宣傳服務

於二零二零年，憑藉本公司成衣業務的市場推廣部門於推廣其授權品牌ACCAPI及Super X

的經驗，本集團已開始向外部客戶及一間關連公司在線上及線下平台提供市場推廣及宣傳

服務。本公司拓展其市場推廣部門，目標為提供包括市場分析、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規

劃、新產品推出、產品發展及市場定位、設立及管理線上商店、廣告及宣傳物材料設計、

產品包裝設計以及實體及線上商店陳列等服務。市場推廣部門亦從事為外部客戶組織週年

大會、產品推出或市場推廣會議、路演及展覽等活動。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約 210,2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96,400,000港元大幅增加約 118%。

來自成衣業務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90,800,000港元增加約

113.9%至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194,200,000港元。增加乃由於ACCAPI業

務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營運所致，該業務於二零一九年新引入故僅

於當年營運約三個月。

來自物業投資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5,700,000港元下降約

31.6%至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3,900,000港元。

來自新設立的市場推廣及宣傳服務的營業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

12,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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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成衣業務錄得毛利約為 26,400,000港元，

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9,300,000港元增加約 183.9%。增加乃符合收益增

加。

成衣業務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約為 13.6%，而截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為 10.3%。增加乃由於年內透過線上平台出售ACCAPI業務產生

較高的毛利率所致。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物業投資業務錄得毛利約為 3,900,000港

元，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5,700,000港元減少約 31.6%。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市場推廣及宣傳服務錄得毛利約為

5,800,000港元。

銷售、分銷及市場推廣開支

銷售、分銷及市場推廣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3,000,000港元增加

約 66.7%至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5,000,000港元。增加主要由於為年內為

ACCAPI業務開設的一間零售商店而增加租金開支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33,000,000港元減少約 45.2%至截至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18,100,000港元。減少主要由於員工成本、法律及專業費

用以及租金開支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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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淨收益約為 4,7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為 100,000港元），為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位於香港及中國的物業公平值調整。

該等投資物業由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艾華迪評估諮詢有限公司按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公開市值進行重估。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7,800,000港元減少約 6.4%至截至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7,3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利息及

作一般營運資金之用的銀行借款減少所致。

前景

年內，本集團成功轉虧為盈，錄得股東應佔純利。這顯示出本集團為成衣業務制訂和落實

業務計劃的巨大努力，儘管成衣業務的增長受到二零一九年下半年香港社會活動以及自二

零二零年初以來全球爆發COVID-19疫潮的意外阻礙。為應對上述事件對消費市場的不利

影響，本集團已透過推出線上銷售渠道從而加強ACCAPI業務。本集團將持續就其成衣業

務擴展產品種類、開發及探索毛利率較高的產品、拓展其分銷渠道及客戶群以及開發全球

市場，以便在消費市場復甦後迅速抓緊銷售機會。

於二零二零年，憑藉本公司市場推廣部門於推廣其授權品牌ACCAPI及Super X的經驗，本

集團已開始向外部客戶在線上及線下平台提供市場推廣及宣傳服務，此乃自成衣業務的自

然延伸。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市場推廣部門的人力，目標是逐步建立其專門知識及信譽，從

而服務更廣泛的客戶。

為產生更佳回報予本公司股東，本集團亦將繼續尋找新業務機會，使其業務更多元化。董

事會相信，本集團的業務將逐漸增長，而本公司將能夠繼續維持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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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市地位的最新消息

股份自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起已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本公司收到一封來自聯交所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的函件（「該函件」），據此，聯交所

認為，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4條，本公司未能維持足夠程度之業務運作或持有足夠價值之有

形資產及╱或具有足夠潛在價值的無形資產，以證明其股份可在聯交所繼續上市。因此，

聯交所決定根據上市規則第 6.01(3)條暫停買賣股份，並根據應用指引第 17項將本公司列入

除牌程序第一階段（「該決定」）。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接獲上市委員會函件，當中載述上市委員會維持該

決定，根據上市規則第 17項應用指引將本公司置於除牌程序第二階段。本公司的除牌程序

第二階段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屆滿。

本公司計劃於除牌程序第二階段屆滿前提交可行的復牌建議，以證明其持有足夠程度之業

務運作及╱或資產水平。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有關進一步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二日、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

日、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公告。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財務比率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資金及債務融資為其業務

及投資提供資金。

現金狀況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不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零港元

（二零一九年：約 500,000港元））約為 12,3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為 4,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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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款合共約為 220,500,000港元，包括股

東貸款約為 147,700,000港元及一間關連公司借款約為 72,800,000港元。所有銀行及其他借

款約 220,5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款合共約為 198,600,000港元，包括銀

行借款約 33,000,000港元、融資租賃承擔約為零港元及股東貸款約為 96,000,000港元及一

間關連公司借款約為 69,600,000港元。在銀行及其他借款之中約 198,600,000港元須於一年

內或按要求償還。

槓桿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比率約為 0.54，而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0.40。流動比率轉差乃由於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合約負債、應付一

名股東款項及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增加所致。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

負債比率約為 662.2%（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680.0%），乃根據本集團之銀行及其

他借款約 220,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198,600,000港元）及本集團之

權益總額約 33,3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29,200,000港元）計算。資產

負債比率下降乃由於權益總額增加所致。

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股東借款及可動用銀行融資額度可提供充足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以

應付本集團之持續營運需求。

風險管理

我們之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借款及融資租賃承

擔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我們的業務營運中亦產生多項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我們的金

融工具主要受外匯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影響。我們致力減低此等風險，從而盡

量提高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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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美元」）計值。鑒於該

等貨幣之間的匯率穩定，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重大外匯風險。本集團透過

定期檢討本集團的外匯淨額風險管理其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訂立貨幣對沖安排以減低

匯率波動的影響。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訂立

任何遠期外匯或對沖合約。本集團將繼續評估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於適當時採取行動。

信貸風險

本集團所面對信貸風險一般來自成衣業務、物業投資業務及提供市場推廣服務業務過程中

的對手方風險。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及貿易應付賬款及應

付票據分別約為 87,200,000港元及約為 37,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約

為 39,400,000港元及約為 1,800,000港元）。本集團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於信貸

期內結清所有應收及應付賬款。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缺乏資金償還到期負債的風險，可能因金融資產及負債的金額或時間存在

錯配而出現。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目標為：(1)維持本集團主要業務穩定發展、及時

監控現金及銀行結餘狀況；(2)預測現金流量；及 (3)評估流動資產水平，以便為本集團維

持足夠流動資金。

庫務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及其他借款約為 220,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為 198,600,000港元）以港元計值。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乃按浮動利率計息，而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借款則按固定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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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所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乃主要以美元、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匯

及利率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管理層會監察不時之外匯及利率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

對沖重大外匯及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持賬面總值約為 115,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為 76,500,000港元）位於香港及中國之投資物業與租賃土地及樓宇以及約為零

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500,000港元）之定期存款已抵押作為第一法定押記，

以獲取本集團之銀行融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除本業績公告附註 4(A)所載完成出售附屬公司外，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並無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業務分部資料

有關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務分部資料詳情，載於本業績公告附

註3。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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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訴訟

本公司已就其附屬公司之銀行融資簽立擔保。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已動用融

資金額約為 10,4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33,000,000港元）。

除上述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或尚未了結之訴

訟。

結算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算期後事項詳情，載於本業績公告附註 16。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有 45名僱員（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26

名僱員）。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合共約為

10,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16,300,000港元）。薪酬主要包括公積金

供款、保險及標準醫療福利。董事酬金乃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根據本公

司經營業績、個別人員之表現及可比較之市場數據釐定。本集團亦為管理層及員工採納一

項年度酌情花紅計劃，惟須視乎本集團業績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而釐定。於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向董事及僱員授出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以向合資格僱員就彼等對本

集團作出之貢獻提供獎勵或報酬。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責任包括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事務。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有關報表根據法律規定及適用會計準則妥為編製。

審核委員會目前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曉東先生、趙漢根先生及楊彥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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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其相信高水平企業管治可為本集團提供框架及穩固基

礎，以管理業務風險、提高透明度、維持高度問責性以及保障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人士之

利益。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應用有關原則，亦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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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本公司已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任何未遵守標準守則事宜向全體

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各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面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刊發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已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seiah.com登載。截至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金兵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金兵先生、田文喜先生及吳庭軍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周曉東先生、楊彥莉女士及趙漢根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