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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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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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HSONG HOLDINGS LIMITED 

震  雄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57)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業績摘要 

震雄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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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績與去年之比較數字分列如

下： 

 

財 務 摘 要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業績摘要（港幣千元）    

收益  1,513,363 1,635,938 -7% 

除稅前溢利  149,010 124,007 2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93,651 90,279 4% 

資產總值  3,442,573 3,451,745 0% 

股東權益  2,664,751 2,751,932 -3% 

已發行股本  63,053 63,053 0% 

流動資產淨值   1,765,510 1,612,556 9% 

 

每股數據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4.9            14.3 4% 

每股現金股息﹙港仙﹚  9.0 7.0 29%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4.2 4.4 -5% 

 

主要財務比率 

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   3.5             3.2 9% 

平均資產總值回報率﹙%﹚  2.7             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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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1,513,363 1,635,938 

銷售成本  (1,174,483) (1,282,334) 

  ⎯⎯⎯⎯⎯ ⎯⎯⎯⎯⎯ 

毛利  338,880 353,60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28,500 140,019 

銷售及分銷支出  (174,757) (178,032) 

行政支出  (125,463) (122,738) 

其他經營支出淨額  (116,305) (67,935) 

融資成本  (2,583) (1,95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738 1,043 

  ⎯⎯⎯⎯⎯ ⎯⎯⎯⎯⎯ 

除稅前溢利 4 149,010 124,007 

所得稅支出 5 (55,962) (34,778) 

  ⎯⎯⎯⎯⎯ ⎯⎯⎯⎯⎯ 

本年度溢利  93,048 89,229 

  ═════ ═════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3,651 90,279 

非控股權益    (603) (1,050) 

  ⎯⎯⎯⎯⎯ ⎯⎯⎯⎯⎯ 

  93,048 89,229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港仙)  14.9 14.3 

  ═════ ═════ 

攤薄 (港仙)  14.9 1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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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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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  93,048 89,229 
  ⎯⎯⎯⎯⎯ ⎯⎯⎯⎯⎯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可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支出: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35,032) (158,374)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支出  (1,817) (2,459) 

  ⎯⎯⎯⎯⎯ ⎯⎯⎯⎯⎯ 

可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支出淨額   (136,849) (160,833) 

  ⎯⎯⎯⎯⎯ ⎯⎯⎯⎯⎯ 

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 

定額福利責任之精算收益  2,476 1,701 

  ⎯⎯⎯⎯⎯ ⎯⎯⎯⎯⎯ 

 

物業重估之收益  - 3,409 

所得稅之影響  - (852) 

  ⎯⎯⎯⎯⎯ ⎯⎯⎯⎯⎯ 

  - 2,557 

  ⎯⎯⎯⎯⎯ ⎯⎯⎯⎯⎯ 

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2,476 4,258 
  ⎯⎯⎯⎯⎯ ⎯⎯⎯⎯⎯ 
 

本年度其他全面支出，扣除稅項  (134,373) (156,575) 

  ⎯⎯⎯⎯⎯ ⎯⎯⎯⎯⎯ 

本年度總全面支出  (41,325) (67,346) 

  ═════ ═════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9,891) (65,452) 

非控股權益    (1,434) (1,894) 

  ⎯⎯⎯⎯⎯ ⎯⎯⎯⎯⎯ 

  (41,325) (67,3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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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1,015 614,628 
投資物業 355,931  372,007 
使用權資產 35,439 - 
預付土地租賃款 - 34,206 
商譽 51,905 94,92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1,610 31,211 
遞延稅項資產 34,261 38,549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8,663 8,135 
應收貿易賬款 8 30,587  30,779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9 1,435 4,215 
抵押銀行存款 277 21 
 ⎯⎯⎯⎯⎯ ⎯⎯⎯⎯⎯ 
非流動資產總計 1,011,123 1,228,674 
 ⎯⎯⎯⎯⎯ ⎯⎯⎯⎯⎯ 
 
流動資產  
存貨 494,268 552,996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 8 834,598 884,319 
訂金、預付款項及 
其他應收賬款 66,185 60,060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9 18,617 37,816 
抵押銀行存款 20,699 20,063 
現金及銀行結存 997,083 667,817 
 ⎯⎯⎯⎯⎯ ⎯⎯⎯⎯⎯ 
流動資產總計 2,431,450  2,223,071 
 ⎯⎯⎯⎯⎯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 10 336,345 299,340 
其他應付賬款、應計負債及 
合約負債 198,120 202,480 

租賃負債 1,432 - 
計息銀行貸款 99,197 73,893 
應付稅項 30,846 34,802 
 ⎯⎯⎯⎯⎯ ⎯⎯⎯⎯⎯ 
流動負債總計 665,940 610,515 
 ⎯⎯⎯⎯⎯ ⎯⎯⎯⎯⎯ 
 
流動資產淨值 1,765,510 1,612,556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776,633 2,841,2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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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12,210 11,114 
租賃負債 1,381 - 
定額福利責任 3,921 8,173 
遞延稅項負債 80,811 55,867 
 ⎯⎯⎯⎯⎯ ⎯⎯⎯⎯⎯ 
非流動負債總計 98,323 75,154 
 ⎯⎯⎯⎯⎯ ⎯⎯⎯⎯⎯ 
資產淨值 2,678,310 2,766,076 
 ═════ ═════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63,053 63,053 
儲備 2,601,698 2,688,879 
 ⎯⎯⎯⎯⎯ ⎯⎯⎯⎯⎯ 
 2,664,751 2,751,932 
非控股權益 13,559 14,144 
 ⎯⎯⎯⎯⎯ ⎯⎯⎯⎯⎯ 
權益總計 2,678,310 2,766,0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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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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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而編製。除投資物業按公平值

計算外，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而編製。定額福利責任乃以預計單位基數精

算估值法計量。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9 號（修訂） 

第 16 號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 

第 19 號（修訂） 

第 28 號（修訂） 
 

 

 

計劃修訂、減省或結算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長期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詮譯第 23 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 

周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1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 23 號修訂 

  

除下文所述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的影響外，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

訂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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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 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5 號經營租賃–優惠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7 號評估牽涉

租賃法律形式的交易實質。該準則載列有關確認、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之原則，

並規定承租人須以單一資產負債表模式計及所有租賃，以確認及計量使用權資產

及租賃負債，若干確認豁免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大致沿用香港會計

準則第 17 號內出租人的會計處理方式。出租人繼續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中

的相似原則劃分租賃為經營或融資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對本集團作

為出租人的租賃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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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續) 

本集團已於首次採納日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以修訂追溯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16 號。按照此方法，有關準則獲追溯應用，就初次採納確認的累計影響

為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對保留溢利的期初結餘所作的調整，而關於截至二零一

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資料則不獲重列並會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及相關詮釋呈報。 

 

租賃之新定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倘合約轉讓一項權利，以於一段時間內控制可

識別資產的使用以換取代價，則該合約乃一項租賃或包含一項租賃。當客戶有權

從使用可識別資產獲得絕大部分經濟利益，以及擁有指示使用可識別資產的權利

時，即有控制權。本集團選擇應用過渡性的實際權宜方法，允許該準則僅適用先

前已於初始應用當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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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時已確定的合約為租賃。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及香

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 號確認為租賃的合約，概未獲重新評

估。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項下租賃的定義僅適用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更改的合約。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的影響之性質 

本集團就若干物業、辦公室設備及汽車訂有租賃合約。作為承租人，本集團先前

根據對租賃是否將資產所有權的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轉移至本集團的評估，將租

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本集團採用單

一方法確認及計量所有租賃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低價值資產租賃（按個

別租賃基準選擇）及租賃期十二個月或以下的租賃（「短期租賃」）（按相關資產

類別選擇）的兩項有選擇性的豁免除外。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折舊（及減值，

如有）及尚未償還租賃負債之應計利息（為融資成本），而非於自二零一九年四

月一日開始之租期內按直線法於經營租賃項下確認租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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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續)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 (續) 

 

過渡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租賃負債按剩餘租賃款的現值，經使用二零一九年四月

一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現後予以確認。使用權資產按租賃負債金額計量，並就與

緊接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前於財務狀況表確認之租賃相關之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

款金額作出調整。 

 

所有該等資產於該日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6 號就任何減值作出評估。本集團選

擇於財務狀況表中單獨列示使用權資產。其中包括有關土地使用權的預付租賃款

港幣 35,613,000 元，已從預付土地租賃款及訂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重新

分類。 

 

就先前計入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值計量的樓宇（持作以賺取租金收入）而言，本集

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已繼續將其列為投資物業。彼等繼續應用香港會計準則

第 40 號按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時已使用以下有選

擇性的實際權宜方法： 

 

•  對於租期自首次採納日起十二個月內終止的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倘合約包含終止租賃的選擇權，則使用事後方式釐定租賃期限；及 
 
•   對擁有大致相似特點的租賃組合採用單一折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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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續)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財務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所產生的影響如下: 

                

   增加/(減少) 

   港幣千元 

資產 

使用權資產增加   37,823 

預付土地租賃款減少    (34,206) 

訂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少   (1,407) 
   ⎯⎯⎯⎯ 
資產總值增加   2,210 
   ══════ 

負債 

租賃負債增加   2,210 
   ⎯⎯⎯⎯ 

負債總值增加   2,210 
   ══════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租賃負債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的對賬如下: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4,942 

減: 與短期租賃及剩餘租期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結束的租賃有關的承擔   (2,348) 

有關低價值資產租賃的承擔   (193) 
   ⎯⎯⎯⎯ 

   2,401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加權平均增量借貸利率   6.1% 
   ⎯⎯⎯⎯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租賃負債   2,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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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客戶所在地分為不同業務單位。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零

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收益、業績、若干資產、

負債及開支資料。 

 

從對外客戶的 

  分部收益 分部業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1,038,861 1,061,796 35,440 112,726 

台灣 97,823 125,133 143,184      4,401 

其他海外國家 376,679 449,009   (10,012)   26,750 

 ⎯⎯⎯⎯⎯ ⎯⎯⎯⎯⎯ ⎯⎯⎯⎯ ⎯⎯⎯⎯ 

 1,513,363 1,635,938 168,612 143,877 

 ═════ ═════ ════ ════ 
 

經營分部業績與除稅前 

溢利調節如下： 

經營分部業績   168,612 143,877 

未攤分收入及收益   17,452 10,869 

企業及未攤分支出     (35,449) (29,828) 

融資成本(租賃負債利息除外)    (2,343) (1,95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738 1,043 

   ⎯⎯⎯⎯ ⎯⎯⎯⎯ 

除稅前溢利   149,010 124,0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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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續) 

 

  分部資產 分部負債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2,040,593 2,197,534 472,206 428,621 

台灣 91,804 154,090 31,320 29,832 

其他海外國家 257,222 362,544 49,883 62,654 

 ⎯⎯⎯⎯⎯ ⎯⎯⎯⎯⎯ ⎯⎯⎯⎯ ⎯⎯⎯⎯ 

 2,389,619 2,714,168 553,409 521,10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1,610 31,211 - - 

未攤分資產 1,031,344 706,366 - - 

未攤分負債 - - 210,854 164,562 

 ⎯⎯⎯⎯⎯ ⎯⎯⎯⎯⎯ ⎯⎯⎯⎯ ⎯⎯⎯⎯ 

 3,442,573 3,451,745 764,263 685,669 

 ═════ ═════ ════ ════ 

 

  其他分部資料 

 已於收益表扣除的  

 折舊及攤銷 其他非現金收入 減值虧損/撥備淨額 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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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52,069 53,978 (3,206) (69,242) 50,900 4,582 15,393 15,385 

台灣 1,687 1,583        - (635) 162 112 906 899 

其他海外國家 1,794 2,859 - (2,311) 5,004 616 1,000 1,740 

 ⎯⎯⎯⎯ ⎯⎯⎯⎯ ⎯⎯⎯⎯ ⎯⎯⎯⎯ ⎯⎯⎯⎯ ⎯⎯⎯⎯ ⎯⎯⎯⎯ ⎯⎯⎯⎯ 

 55,550 58,420 (3,206) (72,188) 56,066 5,310 17,299 18,024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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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續)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930,058 1,066,466 

台灣  13,874 87,782 

其他海外國家  631 862 
  ⎯⎯⎯⎯ ⎯⎯⎯⎯ 

 944,563 1,155,110 
  ════ ════ 
 

上述之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按資產所在地及扣除遞延稅項資產及金融工具計算。 

 

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單一對外客戶之交易收益
並無佔本集團總收益之百分之十或以上。 

 

3.  收益 

本集團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與銷售貨品有關，並且所有收益均於貨品控制權轉移
至客戶時確認，一般為交付貨品時。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1,513,363 1,635,938 
  ════ ════ 

 

分拆收益資料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 銷售貨品 

按地域區分之市場 

中國大陸及香港  1,038,861 1,061,796 

台灣  97,823 125,133 

其他海外國家  376,679 449,009 
  ⎯⎯⎯⎯ ⎯⎯⎯⎯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總計 1,513,363 1,635,9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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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續) 

下表載列計入報告期初合約負債而於本報告期內確認的收益金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計入報告期初合約負債的已確認收益 

銷售貨品  40,726 57,029 
  ════ ════ 

  

履約責任 

有關本集團履約責任的資料概列如下: 

 

銷售貨品 

履約責任於交付貨品後達成，而付款一般於交付起計三十至一百八十天內到期。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售出存貨成本    1,174,483 1,282,33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2,438 57,03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二零一九年：預付土地租賃款之攤銷)   3,112 1,38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45,744) (51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註銷    3,470 770 

商譽之減值    43,018 -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淨額   8,374 4,720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減值/(減值撥回)淨額    2,255 (715) 

存貨撥備淨額   594 976 

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淨額   1,825 329 

匯兌差異淨額    15,814 15,98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6,676) (64,119) 

利息收入   (15,379) (8,865)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2,073) (2,004) 

高賬齡負債之註銷   - (8,3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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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支出 

年內，本集團未有計提香港利得稅，乃由於本集團沒有產生源於香港之應課稅溢
利，或有可供抵扣年內產生的應課稅溢利的以前年度結轉稅項虧損。截至二零一
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未有計提香港利得稅，乃由於本集團於該年
度內沒有產生源於香港之應課稅溢利。其他地區之溢利稅項則按本集團經營業務
所在國家/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本年度支出    

香港   - - 

其他地區   25,290 18,383 

過往年度少提/(多提)撥備   (205) 695 

遞延   30,877 15,700 

   ⎯⎯⎯⎯ ⎯⎯⎯⎯ 

本年度稅項支出   55,962 34,778 
   ════ ════ 
 

6. 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已付股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之末期 

–每股普通股港幣 0.04 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 港幣 0.05 元)   25,221 31,527 

中期–每股普通股港幣 0.035 元 

(二零一九年：港幣 0.03 元)   22,069 18,916 

   ⎯⎯⎯⎯ ⎯⎯⎯⎯ 

   47,290 50,443 

   ════ ════ 

建議末期及特別末期股息： 

末期–每股普通股港幣 0.038 元  

(二零一九年：港幣 0.04 元)     23,960 25,221 

特別末期–每股普通股港幣 0.017 元 

(二零一九年：無)   10,719 - 

   ⎯⎯⎯⎯ ⎯⎯⎯⎯ 

   34,679 25,2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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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港幣 93,651,000 元

(二零一九年：港幣 90,279,000 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630,531,600

股(二零一九年：630,531,600 股)計算所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內並無發行任何

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於該等年內概無就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進行調整。 

 

8.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712,142 713,646 

減值  (85,963) (81,062) 

  ⎯⎯⎯⎯ ⎯⎯⎯⎯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a) 626,179 632,584 

應收票據賬款  (b) 239,006 282,514 

  ⎯⎯⎯⎯ ⎯⎯⎯⎯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總計  865,185 915,098 

部分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30,587) (30,779) 

  ⎯⎯⎯⎯ ⎯⎯⎯⎯ 

流動部分  834,598 884,319 

  ════ ════ 
 

客戶之貿易條款一般為現金交易、銀行票據或信用放貸。本集團根據個別客戶之

商業實力及信譽給予客戶信貸額，信貸期一般為三十天至一百八十天。本集團採

取嚴格政策控制信貸條款及應收賬款，務求信貸風險降至最低。 

 

基於上述的觀點及本集團的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由大量分散客戶所組成，故沒有

重大的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或其他加強信用之物

品。除應收貿易賬款港幣 114,018,000 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79,663,000 元）以平

均年利率 6.2%（二零一九年：6.1%）計息及信貸期一般為十二個月至三十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十二個月至二十四個月）外，剩餘之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並不附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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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續) 
 
(a)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計算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九十天內  279,216 275,450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112,992 92,680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天 153,149 163,745 

超過一年  80,822 100,709 

  ⎯⎯⎯⎯ ⎯⎯⎯⎯ 

  626,179 632,584 

  ════ ════ 

 
(b)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票據賬款之到期日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九十天內  101,225 114,772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85,417 104,782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天 52,364 62,960 

  ⎯⎯⎯⎯ ⎯⎯⎯⎯ 

  239,006 282,5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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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本集團租賃若干注塑機予客戶。該等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及其剩餘租賃期限為介

乎一個月至二年 (二零一九年: 一個月至二年)。客戶於融資租賃期限完結時，將

購買已租賃之注塑機。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23,155 42,968 

減值  (3,103) (937) 

  ⎯⎯⎯⎯ ⎯⎯⎯⎯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淨額   20,052 42,031 

部分分類為非流動部分  (1,435) (4,215) 

  ⎯⎯⎯⎯ ⎯⎯⎯⎯ 

流動部分  18,617 37,816 

  ════ ════ 

 

於報告期末之根據融資租賃的未來最少應收租賃款項總額及彼等現值分析如下： 

                        

  最少應收 最少應收租賃 

  租賃款項 款項的現值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款項: 

一年內 19,166 39,249 18,617 37,816 

第二年 1,484 4,329 1,435 4,215 

 ⎯⎯⎯⎯⎯ ⎯⎯⎯⎯⎯ ⎯⎯⎯⎯  ⎯⎯⎯⎯ 

最少應收融資 

租賃款項總計 20,650 43,578 20,052 42,031 

   ════ ════ 

未賺取財務收入 (598) (1,547) 

 ⎯⎯⎯⎯⎯ ⎯⎯⎯⎯⎯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淨額總計 20,052 42,031 

部分分類為流動資產 (18,617) (37,816) 

 ⎯⎯⎯⎯⎯ ⎯⎯⎯⎯⎯ 

非流動部分 1,435 4,215 

 ═════ ═════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或然收入被確認 (二零一九年：無)。 

 



18 

10.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 

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九十天內   219,582  211,302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65,374 39,576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天  40,418 38,224 

超過一年   10,971 10,238 

  ⎯⎯⎯⎯ ⎯⎯⎯⎯ 

   336,345 299,340 

    ════ ════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並不附利息及一般三至六個月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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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 

董事局已議決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港幣 3.8 仙（二零一九年：港幣 4.0仙）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1.7仙（二

零一九年：無），惟須待股東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即將舉行之本公

司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連同已派付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

幣 3.5仙（二零一九年：港幣 3.0仙），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

總額為每股普通股港幣 9.0仙（二零一九年：港幣 7.0仙）。  

 

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約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三）派發予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日（星期四）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及

於會上投票，本公司將由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

六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

出席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所

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一併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54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須待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舉

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獲本公司的股東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及特

別末期股息的收取權之記錄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星期四）。為確定股東有權

收取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本公司將由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星期二）

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保符合資格獲派發建議之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一併送達本公司

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

中心 54 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 

業務表現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港幣 15.13 億元 （二

零一九年：港幣 16.36 億元），較去年下跌 7%。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則增長 4%至港

幣 9,400萬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9,000萬元）。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 14.9仙 （二

零一九年：港幣 14.3 仙）。本年度的業績受到多個一次性因素影響，其中包括出售

台灣廠房物業的特殊收益和投資物業增值，還有匯兌差異以及商譽減值等。董事局建

議本財政年度派發末期股息為每股港幣 3.8仙（二零一九年：港幣 4.0仙）及派發特

別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1.7仙（二零一九年：無）。派發特別末期股息除了是因出售前

述物業帶來了一次性特殊收益外，還因應全球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引致的

經濟影響，董事局認為特別末期股息有助平衡這些負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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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財政年度，國際局勢風雲變幻，多件十年不遇的黑天鵝事件接踵而來，對於整體

市場以及投資氣氛都構成巨大的打擊。首先，在上半年度，中、美間的貿易關係從異

常緊張發展至名正言順的「貿易戰」。而期間中國內部經濟減弱，工業產值增長速度

跌至多年以來最慢的 5%以下，對美國出口同比急劇下降，導致二零一九年的第三、

四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速度跌至 6%的多年低位，只能勉強「保六」。 

 

踏入二零二零年（亦即本集團財政年度的最後一季），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肆虐，讓

本來已經在惡化中的經濟環境更雪上加霜，從一月底中國武漢以至全國封城，消費活

動以及工業生產幾乎停頓，供應鏈亦相應地受到嚴重的損害。雖然中國政府容許從二

月中開始有限度逐步復產，但大部份中國工廠直至三月份仍然未能回復到正常生產狀

態。而國際間的疫情爆發則在三月份開始顯著加劇，全球多國在此期間實施封鎖，卻

仍然無法阻止感染個案飊升。 

 

新冠疫情是本年度最大的特殊事件，其影響使全球市場直接減少了兩至三個月的消

費，並導致大部份國家的 GDP在這季度內嚴重倒退。雖然美國聯邦儲備局實行規模龐

大的「量寬」政策，但很多國家（如巴西、土耳其、印度等）的貨幣兌美元仍然大幅

度下跌，進一步打擊環球消費市場。 

 

本集團在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的銷售業績強差人意，比去年同比下跌 12%；但由於本集

團的新產品線（尤其是最新的 MK6e「演化版」注塑機）已經完成市場投放，銷量節

節上升，故在第三季度（即二零一九年年尾、新冠疫情爆發前）本集團的業績同比錄

得增長，彌補了上半年度大部份的跌幅。本集團原先估計下半年度的業務勢頭將能補

回上半年度的倒退，但新冠疫情於本財政年度的第四季度（即二零二零年初）爆發，

全球市場停擺，本集團無可避免地再次受到影響。另外，繼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一月

三十一日關於在深圳坪山新區土地上進行可能合作事項的公告之後，本集團現在仍然

等候有關政府機關的反饋及回覆。 

 

市場分析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按客戶地域劃分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客戶地域 

二零二零年 

（港幣百萬元） 
二零一九年 

（港幣百萬元） 變動 

中國大陸及香港 1,039  1,062  -2% 

台灣 98   125  -22% 

其他海外國家 376 449 -16% 

 1,513 1,636 -7% 

 

在本財政年度上半年，中國與美國的貿易糾紛愈演愈烈，導致經濟低迷，GDP及工業

產值增速等經濟指標持續轉弱，而採購經理指數（PMI）更持續於低位徘徊，顯示中

國市場正處於低谷。期間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宏觀措施以扶持經濟，包括減稅和釋放

流動性等，但在成效盡顯前，卻已面臨下半年的新一波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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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主要客戶群有不少產品外銷美國市場，貿易關稅構成了嚴重的投資障礙。因

為本集團的皇牌機型「MK6」受到客戶的普遍讚賞，所以仍能協助本集團提高市場佔

有率，使本集團在中國的營業額於上半年度僅下跌 9%（以人民幣計算）。而本集團

在二零一九年九月份開始大量推售 MK6系列的延續產品——MK6e「演化版」——卓越

的性價比使此款產品獲得客戶極廣泛的推介。本集團受惠於市場對 MK6 及 MK6e 兩款

產品的認可，第三季度（即二零一九年十至十二月）在中國的銷售額同比錄得雙位數

字增長，基本上追回上半年度的跌幅。 

 

始發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份的新冠疫情直接驅使中國在一月底前基本全國封鎖，到二月

中、下旬才陸續有限度地復工復產。由於防控工作得力，本集團是區內首批獲准復產

之企業之一，並於二月十日正式復工。復產初期，由於醫療用品的大量急切需求，本

集團眾多醫療客戶迫切擴產，需要高精密度全電動注塑機；本集團響應政府呼籲，日

以繼夜，用最短的時間盡量增加 SPARK「星火」系列全電機的生產，並順利地滿足大

部份的客戶需求。 

 

雖然醫療行業因疫情帶來顯著的需求，但傳統的消費品行業（如汽車、家電、電子產

品等），卻要到三月中旬才獲准逐步復產，湖北客戶更延至四月份。故此，本集團中

國業務於二、三月份受到沉重打擊。雖然面對如此困難的市場環境，本集團各個前線

團隊仍然努力不懈，加上技術團隊在背後形成強力後盾，以及服務團隊堅持緊守崗

位，尤其在疫情剛過的敏感環境下，發揮充份投入的精神，不遺餘力地走訪客戶、解

決客戶的需要、協助客戶復工復產。因此，本集團在中國市場的全年營業額最終累計

只微跌 2%至港幣 10.39 億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10.62 億元）。對比上半年度本集

團的中國市場營業額同比下降 13%，本集團能夠在下半年度錄此佳績，有賴各界客戶

的支持。 

 

國際市場方面，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於本財政年度初已陷入低增長局面，全球經濟勢態

持續放緩。其中英國脫歐進程的不穩定性以及歐元區局勢、環境急速惡化、失業率上

升、美國減息週期等等，亦累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而到了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尤其是

二零二零年初，緊隨著中國的步伐，意大利於二月底率先爆發新冠疫情，繼而波及全

歐洲，而美洲各國亦隨之不遠，美國更一躍而成為全球感染首位。一些主要的發展中

國家緊接著歐美國家爆發疫情，部份國家（如巴西）疫情更直逼美國，其他國家（如

土耳其、印度、越南等）疫情亦極速擴散，輕則鎖國，重則瀕臨經濟崩潰邊緣。 

 

由於疫情在第四季度在全球失控，航運業幾近停頓，邊境關閉，很多客戶由於停產而

推遲購買機器，或是因為港口停運而無法接收，本集團大量的外銷訂單在春節後無法

付運，故此國際市場全年業績也因此而大幅倒退 16%至港幣 3.76億元（二零一九年：

港幣 4.49億元）。 

 

台灣市場亦不例外，由於歐美地區因疫情而封鎖，大部份台灣出口客戶的業務都處於

停頓狀態，故本集團的台灣營業額在本財政年度下半年急轉直下，全年累計下降 22%

至港幣 9,800萬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1.2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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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及新產品發展 

本財政年度是本集團產品線全面優化及深化細分市場的一年: SPARK「星火」的全線

系列全電機相繼推出市場; 近期積極開發的「TP ii」第二代二板機也陸續登場，較

上一代更趨穩定，非常適合物流及環保領域行業的需要; MK6e「演化版」全線系列也

能充分滿足家電客戶的需求; 更成功推出了射速高達每秒 500毫米的 SPEED-PACK II

第二代高速包裝專用機。本集團不斷拓展和豐富旗下主要產品線，於不同的行業與客

戶群中都得到良好的應用實踐及市場反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集團旗下 SPARK「星火」系列全電機以及超霸 6,500噸超大型

雙射台二板機，勇奪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的「2019 香港工商業獎」的「設備及

機械設計」類別內最高榮譽的「大獎」及「優異證書」、而「高端注塑機驅控關鍵技

術」項目則獲得 2019 年度「中國機械工業科學技術獎」，都突顯本集團於行業內的

領先技術水平。 

 

本集團將繼續以「力求蛻變，技術領航」作為未來的工作核心，積極響應中國國家發

展規劃，持續投放資源，推出更多專項細分機型，滿足不同行業的需求。 

 

生產產能 

因受新冠疫情爆發影響，並適逢春節，本集團於中國境內的生產基地普遍於二零二零

年一月中旬開始停工停產，直至二月中旬獲准為首批容許恢復生產的企業之一，期間

停擺接近一整個月，比一般春節長約二至三週。可是，雖然本集團的中國國內工廠獲

准復產，但員工數量受嚴密控制，而大部份物料供應商仍然未被批准復工，使供應鏈

在二、三月份面臨嚴重斷層。 

 

本集團自從第三季度開始積極地優化生產流程，原本因應新產品的暢銷，策略性地增

加了零部件庫存，故受到供應鍵的影響尚算可控。在第四季度的嚴峻環境下，仍然達

到比去年同期更高的產能，保證了產品對市場的供應。 

 

財務回顧 

本集團在本財政年度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中包括以下的特殊項目：匯兌淨虧損、出

售台灣廠房物業的一次性特殊收益、投資物業增值及商譽減值等。若撇除以上特殊項

目的影響，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 3,500 萬元（二零一九年：5,800 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港幣 17.66 億元(二零一九年：

港幣 16.13 億元)，較去年增加 9%。現金及銀行結存(包括有抵押存款)為港幣 10.18

億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6.88 億元)，較去年增加港幣 3.30 億元。銀行貸款為港幣 9,900

萬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7,400 萬元)，增加港幣 2,500 萬元，銀行貸款為短期浮息貸款，

用作一般營運資金。本集團淨現金結餘為港幣 9.19 億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6.14 億元)，

增加港幣 3.0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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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負債比率乃按總借貸扣除現金及銀行結存除以總資產計算。於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淨現金結餘。因此，並無呈報負債比率。 

 

本集團會繼續維持一貫穩健的財務管理政策，配合適度的融資，儲備充足的流動資

金，以應付本集團對各項投資及營運資金的需求。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若干附屬公司所持有之銀行存款中，為數港幣

2,100 萬元 (二零一九年：港幣 2,000 萬元)已作抵押，其中港幣 1,000 萬元 (二零一九

年：港幣 1,100 萬元)用作擔保於中國大陸之銀行給予客戶作購買本集團產品的銀行貸

款；及港幣 1,100 萬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900 萬元)用作擔保發出給予供應商的銀行

承兌匯票，該等匯票記入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內。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大陸興建之工業建築物及購買之生產

設備之資本承擔為港幣 300 萬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700 萬元)，資金會由本集團內部

資源提供。 

 

資金及外幣風險管理 

本集團在資金管理方面，採取穩健的理財策略，現金主要以港元、人民幣、新台幣、

美元及歐元持有，並一般以短期或中期存款存放於銀行，作為本集團的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相等於港幣 2,400 萬元的日圓借貸(二零一九

年 ：港幣 2,400 萬元)，用作支付供應商日圓貨款。本集團亦不時對若干波動較大的

外幣風險作出評估，以合適之方法減低有關的風險。 

 

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有重大投資, 並知悉任何人民幣匯率波動將對本集團的淨溢利有

所影響。但由於本集團之交易多以人民幣結算，故該匯兌差異對本集團的實際營運及

現金流不構成直接影響。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i)就客戶用於購買本集團產品的銀行貸款所提供

給銀行的擔保為港幣 900 萬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1,100 萬元); 及(ii)為客戶提供給銀

行的履約擔保為港幣 200 萬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300 萬元)。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全職僱員總數約為 2,200名 (二零一九年：2,300

名)。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完善之薪酬及福利條件，薪酬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而僱員

之回報取決於其個人表現及本集團業績表現。 

 

於人才培訓方面，本集團透過定期為僱員提供教育、專業培訓及生活輔導等活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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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提升員工質素、專業知識水平及團隊精神。 

 

來年展望 

展望二零二零年，本集團認為除了新冠疫情仍然是影響全球經濟景氣的主要因素外

（全球大部份國家的經濟在第一、二季度都陷入嚴重倒退），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

戰火亦有惡化的跡象。眾多消費性行業（如汽車、家電、電子產品等）的需求仍然極

為疲弱，估計會延續至下一財政年度。中國的內需經濟雖然已經部份重啟，但由於全

球其他國家繼續鎖國，估計對中國的出口構成沉重的打擊。從市場的基本面來說，來

年是不容樂觀的。 

 

不過，本集團仍然對來年的業績抱有一定的期望，主要是因為本集團的主打產品系列

極受客戶認可。本集團的經營方針是「客戶親密」，故本集團的各個團隊在疫情期間

仍能處處以客戶為先、不遺餘力地協助客戶，盡量拉近與客戶的溝通距離，讓廣大的

客戶群感受到貼身的服務與關懷，使關係更趨緊密。雖然整體市場的景氣欠奉，相信

仍然可以透過新產品的高翻單率來提高市場的佔有率，盡量降低大環境對來年業績的

影響。 

 

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與

以下守則條文之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 A.4.2 條之規定，每位董事應至少每三年一次輪值退任。本公司之董

事（除本公司主席外）須至少每三年一次輪值退任，因根據百慕達一九九一年震雄集

團有限公司公司法，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退任。 

 

根據守則條文第 A.2.1 條之規定，主席與集團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蔣麗苑女士為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集團總裁。鑒於蔣女士的技能和經驗以及

彼長期服務於本集團，該架構可視為適合本集團，並可為本集團提供強大且貫徹的領

導力，為業務提供有效及高效的規劃及決策，以及能執行長期業務策略。 

 

遵守標準守則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準則（「操守準則」），其條款不較上市

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

準寬鬆。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操守準則及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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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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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於初步公告之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收益表、綜

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已得到本公司核數師的同意，該等數字與本集團本年

度綜合財務報表初稿所載之數字一致。本公司核數師就此所履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按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所進行之

核證聘用，因此，本公司核數師並無就初步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

務報表，以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

及慣例。 

 

 

 

代表董事局 

震雄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集團總裁 

蔣麗苑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蔣麗苑女士及鍾效良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陳智思先生、Anish LALVANI先生、利子厚先生及陳慶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