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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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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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CON GROUP LIMITED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3）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業績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欣然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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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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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2 461,245 479,396
銷售成本 (358,614) (368,194)  

毛利 102,631 111,20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3,969 3,787
分銷及銷售費用 (36,104) (39,463)
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65,364) (70,587)  

經營溢利 5,132 4,939
融資成本 5 (3,567) (3,181)  

除所得稅前溢利 1,565 1,758
所得稅開支 6 (4,814) (4,672)  

年內虧損 4 (3,249) (2,91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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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729) (7,690)

非控股權益 2,480 4,776  

(3,249) (2,914)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7 (2.86) (3.84)  

股息詳情於本公佈附註8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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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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 (3,249) (2,914)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附屬公司 (17,471) (11,492)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重估收益╱（虧損） 95 (157)  

其他全面開支（已扣除稅項） (17,376) (11,649)  

全面開支總額 (20,625) (14,563)  

應佔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6,166) (14,834)

非控股權益 (4,459) 271  

(20,625) (1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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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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314 30,160
使用權資產 11,755 –
無形資產 63 –
投資物業 4,518 4,805
商譽 171 –
其他應收款項 3,360 4,032  

47,181 38,997  

流動資產
存貨 166,032 165,044
應收貿易賬款 9 51,227 46,653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2,974 16,308
可收回即期所得稅 111 337
現金及銀行結餘 28,830 31,733  

259,174 260,075  

資產總值 306,355 299,07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31,331 27,69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140 12,899
合約負債 3,338 2,434
股東貸款 32,000 21,245
租賃負債 7,796 –
融資租賃負債 – 14
短期銀行貸款 67,586 75,138
即期所得稅負債 1,192 530  

158,383 139,956  

流動資產淨值 100,791 120,11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7,972 15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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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279 –
租賃負債 4,209 –
融資租賃負債 – 28  

6,488 28  

資產淨值 141,484 159,08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20,000 20,000
儲備 86,284 104,450  

106,284 124,450
非控股權益 35,200 34,638  

權益總額 141,484 15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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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
公司條例（第622章）之披露規定而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常規編製，並已就按
公平值列賬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之重估作出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之綜合財務報表時，須使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管理層亦
須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之過程中作出判斷。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與本集團業務運作有關，且已獲本集
團採納之新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及詮譯：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提早還款特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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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之影響詳情於下文附註 1(b)披露。採納其他經修訂準則
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採納之影響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追溯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惟在有關準則之
特定過渡條文之許可下，並無重列二零一九年報告期間之比較數字。因此，新訂租賃
規則所引致之重新分類及調整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財務狀況表中確認。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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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獲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確認租賃負債。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有關負債乃
按剩餘租賃款項之現值計量，並使用承租人之遞增借貸利率進行貼現。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應用於租賃負債之加權平均承租人遞增借貸年利率介乎2.70%至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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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已應用之可行權宜處理方法

在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使用了下列獲有關準則許可的
可行權宜處理方法：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之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

• 將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餘下租期少於12個月之經營租賃作為短期租賃
入賬處理；

• 依賴先前就租賃是否屬虧損性而作出之評估；

•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撇除初始直接成本；及

• 倘合約包含延展或終止租賃之選擇權，則於事後釐定租期。

此外，於首次應用日期，本集團選擇不予重新評估合約是否屬於或包含租賃。取
而代之，就過渡日期之前訂立之合約而言，本集團依據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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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作
出之評估。

(ii) 計量租賃負債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18,008

使用首次應用日期之承租人遞增借貸利率進行貼現 (499)

減：按直線基準確認之短期租賃 (6,467)

加：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已確認之融資租賃負債 42

加：就租賃負債之重新評估而作出之調整  3,693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已確認之租賃負債 14,777 

其中：
流動租賃負債 7,110

非流動租賃負債 7,667 

1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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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計量使用權資產

已確認之使用權資產與零售店舖、辦公室、貨倉及辦公室設備有關。有關使用權
資產乃按相等於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並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綜
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租賃之任何相關預付或累計租賃款項金額作出調整。

(iv)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在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會計政策變動對下列綜合財務狀況表項目構成影響：

－ 使用權資產－增加約14,766,000港元；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少約31,000港元；

－ 融資租賃負債－減少約42,000港元；及

－ 租賃負債－增加約14,777,000港元。

(v) 出租人之會計處理方法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無導致本集團需就經營租賃下作為出租人持有
之資產之會計處理方法作出任何調整。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年內確認之收益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電子元件、自動化組件及儀器 287,487 285,984

銷售電腦產品、手機配件以及服務收入 97,073 94,321

銷售化妝品 76,685 99,091  

461,245 479,396  

本公司已確定執行董事（「執行董事」）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執行董事已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
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彼等亦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執行董事從產品角度
進一步考慮業務及評估三個主要業務分部之表現：(i)電子買賣業務—分銷電子元件、自動化
組件及儀器；(ii)電腦業務－電腦產品、手機配件零售業務、分銷電腦產品及提供資訊科技產
品及解決方案服務及 (iii)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透過零售店舖及網上渠道零售及分銷化妝
品。

執行董事已根據扣除企業開支及融資成本前之分部業績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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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如下：

電子買賣
業務 電腦業務

化妝品及
網上零售

業務 未分類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287,487 97,073 76,685 – 461,245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點 287,487 94,310 76,685 – 458,482

－於一段時間內 – 2,763 – – 2,763     

287,487 97,073 76,685 – 461,245     

分部業績 3,028 964 1,144 (4) 5,132      

融資成本 (3,56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565

所得稅開支（附註 6） (4,814) 

年內虧損 (3,249) 

其他列入綜合損益表之分部項目如下：

電子買賣
業務 電腦業務

化妝品及
網上零售

業務 未分類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75 222 633 – 1,930

使用權資產折舊 2,182 3,389 3,053 – 8,624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1,209 76 47 – 1,332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849) (155) (93) – (1,097)

滯銷存貨撥備 4,191 9 12 – 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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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如下：

電子買賣
業務 電腦業務

化妝品及
網上零售

業務 未分類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285,984 94,321 99,091 – 479,396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點 285,984 90,772 99,091 – 475,847

－於一段時間內 – 3,549 – – 3,549     

285,984 94,321 99,091 – 479,396     

分部業績 9,788 3,104 (7,885) (68) 4,939     

融資成本 (3,181) 

除所得稅前溢利 1,758

所得稅開支（附註6） (4,672) 

年內虧損 (2,914) 

其他列入綜合損益表之分部項目如下：

電子買賣
業務 電腦業務

化妝品及
網上零售

業務 未分類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14 323 1,404 – 3,141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810 160 88 – 1,05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780) (77) (35) – (892)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 (2,262) (21) (54) – (2,337)     

本集團之收益主要源自香港、亞太地區、南非及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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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香港（註冊營業國家） 255,795 303,065
亞太地區 95,082 98,513
南非 99,575 72,310
歐洲 8,277 3,400
其他國家 2,516 2,108  

461,245 479,396  

收益按客戶所在國家分類。

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第三方之管理費 1,490 1,333
佣金收入 806 1,141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92 239
議價收購之收益 866 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391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232 114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 – (58)
其他收入 383 622  

3,969 3,787  

4 年內虧損

年內虧損已扣除╱(計入 )下列各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開支 358,614 368,194
僱員福利開支 49,660 52,569
無形資產攤銷 37 –
使用權資產折舊 8,62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30 3,141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已計入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1,332 1,05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1,097) (892)
滯銷存貨撥備╱（撥備撥回）（已計入銷售成本） 4,212 (2,337)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7,674 –
租用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 24,279
核數師酬金 1,110 1,1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已計入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23 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已計入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1,165)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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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銀行貸款之利息開支 2,990 3,179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577 –

融資租賃費用 – 2  

3,567 3,181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根據年內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 （二零一九年：16.5%）
之稅率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國家當時之稅率
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181 91

－海外稅項 4,448 4,74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9) (162)  

4,620 4,672  

遞延所得稅
－海外稅項 194 –  

所得稅開支 4,814 4,672  

7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
損約5,72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 7,690,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00,000,000

股（二零一九年 : 20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具潛在攤薄影響
之已發行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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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5港仙（二零一九年：0.5港仙） 1,000 1,000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5港仙（二零一九年：0.5港仙） 1,000 1,000  

2,000 2,00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會議上，本公司董事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5港仙。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舉行之會議上，本公司董事建議派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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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港仙。此項擬派的末期股息不會於此等財務報表列作應
付股息，惟會列為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留存溢利撥款。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之售貨信貸期由7日至90日不等。按到期日計算呈列之應收貿易賬款
（已扣除減值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60日 47,762 43,937
61至120日 2,944 2,397
121至180日 263 310
181至365日 258 9  

51,227 46,653  

於報告日期所承受之最高信貸風險為應收貿易賬款之公平值。由於本集團客戶數目眾多，
故應收貿易賬款並無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賬款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抵
押。

10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60日 29,892 25,419
61至120日 276 985
121至180日 262 532
181至365日 901 760  

31,331 2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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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四億六千一
百萬港元，與去年約四億七千九百萬港元的營業額比較，下跌約 3.8%；毛利由去
年約一億一千一百萬港元減少約7.2%至本年度約一億零三百萬港元。毛利率則從
23.2%下跌至22.3%，減幅約為0.9%。本集團的經營溢利約為五百一十萬港元（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溢利約四百九十萬港元）。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五百七十萬港
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虧損約七百七十萬港元），相等於每股虧損約0.029

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虧損約 0.038港元）。董事會議決，待股東
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將向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
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5

港仙，合共一百萬港元。末期股息一經股東批准，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
派付。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繼續專注發展三大核心業務，即：(1)以 為品牌的電子元
件、自動化組件及儀器分銷業務（「電子買賣業務」）；(2)電腦業務，當中包括 (i)以

為品牌的電腦產品及智能手機配件零售業務（「電腦零售業務」）；及(ii)以
為品牌的電腦產品及消費產品分銷業務（「電腦分銷業務」）；及 (3)以 為主要品
牌的化妝品業務及網上零售業務（「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於回顧年度，本集
團來自電子買賣業務之營業額約為二億八千七百萬港元，較去年約二億八千六百
萬港元上升約0.3%；電腦業務錄得營業額約九千七百萬港元，較去年約九千四百
萬港元上升約3.2%；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錄得營業額約七千七百萬港元，較去
年約九千九百萬港元下跌約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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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經營開支總額約為一億零一
百萬港元，下跌約 8.2%（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一億一千萬港元），其中分
銷及銷售費用約為三千六百萬港元，較去年約三千九百萬港元下跌約7.7%。於回
顧年度，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減少約 8.5%至約六千五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七千一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電子買賣業務的員
工數目由去年的251名全職僱員增加約21.9%至本年度的306名全職僱員；電腦業
務的員工數目由去年的53名全職僱員減少約9.4%至本年度的48名全職僱員；而化
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的員工數目則由去年的29名全職僱員減少約24.1%至本年度
的22名全職僱員。與此同時，回顧年度的融資成本上升約12.5%至約三百六十萬港
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三百二十萬港元）。

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經營三大核心業務，即：(1) 以  為品牌的電子元件、自動
化組件及儀器分銷業務（「電子買賣業務」）；(2)電腦業務，當中包括 (i)以  為
品牌的電腦產品及智能手機配件零售業務（「電腦零售業務」）及 (ii)以  為品牌的
電腦產品及消費產品分銷業務（「電腦分銷業務」）；及 (3)以  為主要品牌的化
妝品業務及網上零售業務（「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於回顧年度，電子買賣業
務、電腦業務以及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62.3%、21% 及
16.7%。

從本集團三大核心業務分析，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子買
賣業務、電腦業務以及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的毛利率分別約為21.6%、21.6%及
25.4%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23.9%、20.4%及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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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買賣業務

香港

於回顧年度，電子買賣業務仍為本集團收益的主要來源，收益約為二億八千七百
萬港元，較去年收益約二億八千六百萬港元上升約0.3%。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繼
續加劇，經濟氣氛受到很大影響。客戶在生產規模上保持審慎，並加強了採購的
限制。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貿易戰的負面影響更加明顯，不
單影響香港市場，亦同時波及東南亞市場。

海外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所有海外附屬公司的總營業額
約為一億三千四百萬港元，較去年的總營業額約一億零七百萬港元，整體上升約
25.2%。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南非附屬公司錄得營業額約九
千九百萬港元，較去年的營業額約七千二百萬港元上升約37.5%。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二日，本集團收購了Swan Electrical (Pty) Limited （「Swan」） 65%股本權益，現金
代價約為一千三百八十萬南非蘭特（相當於約七百六十萬港元），並錄得收購所得
商譽約四十萬南非蘭特（相當於約二十萬港元）。Swan是南非的著名電子產品及元
件分銷商及供應商，擁有200多個活躍客戶。此外，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一日，本集
團收購了Switch Technique (KZN) (Pty) Limited （「Switch」） 75%股本權益，現金代價約
為四百五十萬南非蘭特（相當於約二百三十萬港元）。Switch是當地製造總開關及
旋轉、保險絲及負載斷路器、旁路轉換及轉換開關分銷商。

在亞太地區，本集團來自中國業務的收益錄得正增長。在過去幾年裡，本集團一
直積極拓展其在中國的LED電源業務。然而，受累於中美貿易戰的負面影響，本
集團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收益均告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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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分類，於回顧年度，香港、亞太地區（不包括香港）、南非、歐洲及其他地區
的營業額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55.5%、20.6%、21.6%、1.8%及0.5%。

電腦業務

電腦零售業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腦零售業務錄得營業額約二千三百萬
港元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 約二千一百萬港元 )，上升約9.5%。於回顧年度，
由於引入高利潤率產品，本集團電腦零售業務的毛利有所改善。儘管2019冠狀病
毒病對零售市場帶來不利影響，但由於實施在家工作的安排導致電腦周邊配件需
求激增，令電腦周邊配件的銷售出現意想不到的增長。

電腦分銷業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腦分銷業務的營業額錄得約1.4%的升
幅，增至約七千四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七千三百萬港元）。鑑
於在社交媒體進行的營銷活動相當成功，MEC品牌在市場上獲得認可，本集團對
此感到欣喜。MEC品牌現已成為電腦分銷業務的核心產品之一。同時，本集團獲
得一個專業電腦及手機配件品牌的經銷權，而該品牌產品展現出高增長潛力。

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

於回顧年度，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的營業額約為七千七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九千九百萬港元），下跌約22.2％。化妝品零售業務方面，由於
本集團過去數年減少了實體店的數目，並將資源重新投放到網購業務，因此2019

冠狀病毒病的爆發對業務影響不大。而且，我們強大的採購網絡讓我們得以從世
界各地進口衛生及消毒產品，滿足客戶的需求。網購業務於第四季度的收益大幅
增長。為了應對快速增長的網購業務，我們投入了更多的資源來改善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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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及展望

二零二零年的全球經濟仍然取決於中美貿易戰的發展。儘管兩國已達成初步貿易
協議，緩解了貿易緊張局勢，但相信即使貿易爭端不再進一步升級，全球經濟亦
將需一段時間方能恢復。

2019冠狀病毒病的爆發影響了全球經濟活動。本集團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南非
的附屬公司在「停擺」期間採取了謹慎措施，維持有限度的日常運作。大部分的辦
事處都能夠在二零二零年六月恢復正常運作。為應對嚴峻的形勢，全球政府為企
業提供財務支援。在香港，政府推出全面的紓困措施，例如「保就業計劃」和「零售
業資助計劃」，為企業和個人提供援助。預計這些措施將對經濟產生穩定作用。

儘管面臨經濟不利因素，本集團對南非電子買賣業務仍感樂觀。本集團認為，收
購Swan及Switch可以實現協同效益。本集團在中國的強大採購網絡可增強Swan的
採購能力。同時，Swan及Switch擁有龐大客戶基礎，讓本集團得以接觸到一批新
的潛在客戶。

在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方面，本集團自家的渠道和第三方平台於回顧年度均取
得可觀的增長。隨著網上購物日益普及，本集團預計網上業務的收益將繼續持續
增長。本集團將繼續在社交媒體營銷方面投入資源，致力推動銷售及改善物流，
以應對不斷增加的交易量。

就電腦業務而言，本集團將改善營銷策略，通過社交媒體網絡等渠道提升其市場
地位。此外，本集團將繼續探索獨特的產品並引入新品牌，以維持電腦分銷業務
在本地市場的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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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二千九百萬港元，而
流動資產淨值則約為一億零一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
下跌至約1.6水平（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9）。在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
餘中，約48.3%及8.1%分別以港元及美元列值，其餘約 8.6%、16.3%、6.1%、2.7%、
3.4%及6.5%則分別以人民幣、南非蘭特、馬來西亞林吉特、新台幣、新加坡元及
歐羅列值。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約為三億零六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二億九千九百萬港元），每股資產淨值約為0.71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約0.80港元），股息及每股基本虧損則分別約為0.01港元及0.029港元（於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約0.01港元及每股基本虧損0.038港元）。

由於本集團之有形資產淨值低於銀行（「該銀行」）之規定要求，故此本集團在技術
上違反了與該銀行簽訂的貸款協議項下之契諾。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尚
欠該銀行之銀行貸款約為13,000,000港元。截至本公佈日期，該銀行並無作出有關
即時償還有關貸款之任何要求。倘遭要求即時償還有關貸款，董事認為本集團具
有充裕的財務資源，足以償還有關貸款，且不會對其後數個月的經營現金流量構
成影響。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資源及香港多家銀行提供的銀行融資撥付其業務資金。於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多家銀行提供銀行融資（包括透支、貸款及貿易
融資），總額約為一億零四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一億一千一
百萬港元），其中約三千六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三千六百萬
港元）結餘尚未動用。董事相信，本集團現有財務資源足以應付其現時的承擔及
營運資金所需。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短期銀行貸款形式（包括短期貸款及貿易
融資）取得的借貸總額約為六千八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七千五
百萬港元），可為日常業務運作及日後拓展計劃提供資金。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
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主要以港元列值，該等短期貸款及貿易融資乃以本公
司所提供約九千六百萬港元的公司擔保以及新加坡及葡萄牙之租賃物業作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一億零三百萬港元）。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借貸
以介乎每年3.1%至5.5%（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介乎每年1%至5.4%）的利率
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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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須於一年內償還的借貸總額約為一億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九千六百萬港元）。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
二千九百萬港元後，本集團借貸淨額約為七千一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約六千四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權益總額約為一億
四千一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一億五千九百萬港元）。因此，
本集團淨資產負債比率 (按借貸淨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 )上升至50.4%(於二零一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40.6%)。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列值。鑑於港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一直並
極可能繼續保持穩定，加上香港政府仍然實施港元與美元掛鈎的政策，故董事認
為，本集團承受的外匯風險仍屬輕微，而本集團暫時亦無採取任何對沖措施或其
他替代措施。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承擔任何有關外匯合約、
利率、貨幣掉期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的重大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賬面值約一千四百萬港元的物業作抵押，
作為本集團新加坡及葡萄牙附屬公司獲授的一般銀行融資的抵押品。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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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培訓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海外附屬公司合共僱用 376名全職
僱員，並制定按表現、功績及市況釐定的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薪酬待遇一般會
定期檢討。除了薪金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強積金供款、醫療保險及個人表現花
紅（因應本集團財務業績及個別員工的表現發放）。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至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事宜。為確定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之權利，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七日下
午四時三十分前，送抵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之
辦事處，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以辦理登記手
續。此外，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期間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事宜，而末期股息將於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派付。為符合資格獲派末期股息，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
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抵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見上文），以辦理登記手續。

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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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遵守企業管治常規之原則及程序。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原則強調透明
度、問責性及獨立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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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回顧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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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情況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須按指定任期委任及須重選
連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惟須根
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111條，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各董事（包括按指定任期獲委任之董事）
須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然而，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主席及副主席不須
輪值告退以及於決定董事告退人數時不會被計算在內。基於主席及副主席服務之
延續性乃成功推行長期業務發展計劃之重要因素，董事會相信現時之安排對本公
司及股東整體而言最為有利。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董事討論
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
業績。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Charles E. Chapman先生、梁偉
祥博士及古永康先生。

刊登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將盡快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登上市規則附錄 16第45(1)至45(8)段
規定所需之所有財務及其他相關資料。載有財務報表之年報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初寄交本公司股東，並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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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此感謝公司管理層及全體員工過去一年的努力及為本集團作出重大的貢
獻。此外，本人亦衷心感謝股東、機構投資者、客戶、往來銀行及業務夥伴對本集
團一直以來的支持與信賴。

承董事會命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敏儀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洪劍峯博士、楊敏儀女士、洪英峯
先生及楊國樑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Charles E. Chapman先生、梁偉祥博士及
古永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