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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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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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725）

PERENNI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恒都集團有限公司 *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恒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 124,402 165,623
銷售成本 (103,685) (131,868)  

毛利 20,717 33,755
其他收益 6 1,438 3,953
分銷開支 (3,634) (3,208)
行政開支 (25,365) (26,590)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145 (1,723)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 16 (4,465) –   

經營（虧損）╱溢利 7 (11,164) 6,187
財務費用 8 (1,102) (1,032)   

除稅前（虧損）╱溢利 (12,266) 5,155
所得稅抵免╱（費用） 9 2,120 (935)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虧損）╱溢利 (10,146) 4,22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仙） 11 (5.1) 2.1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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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虧損）╱溢利 (10,146) 4,220  

其他全面（損失）╱收益：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附屬公司財務資料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7,232) 3,800  

本期其他全面（損失）╱收益，扣除稅項 (7,232) 3,800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總全面（損失）╱收益 (17,378) 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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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12(a) 25,637 26,496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384,476 395,075

投資物業 14 47,200 47,200

非流動訂金 195 430

遞延稅項資產 7,778 6,296  

465,286 475,497  

流動資產
存貨 15 103,923 110,06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6 64,739 81,163

衍生金融工具 17 – 495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10,405 10,404

可收回稅項 751 7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708 36,548  

218,526 239,382  

總資產 683,812 714,879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8 19,896 19,896

其他儲備 19 252,386 259,618

保留盈利 272,864 283,010  

總權益 545,146 56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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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2(b) – 77

遞延稅項負債 42,652 43,835  

42,652 43,91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20 14,073 17,74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6,643 18,971

衍生金融工具 17 162 –

租賃負債 12(b) 305 451

應付稅項 2,437 2,837

銀行貸款 21 44,600 37,000

信託收據貸款 21 17,794 31,435  

96,014 108,443  

總負債 138,666 152,355  

總權益及總負債 683,812 71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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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9,896 259,618 283,010 562,524
本期總全面損失 – (7,232) (10,146) (17,378)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9,896 252,386 272,864 545,146
    

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9,896 261,981 296,208 578,085

本期總全面收益 – 3,800 4,220 8,02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9,896 265,781 300,428 58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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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營運產生的淨現金 14,526 1,109

支付香港及海外利得稅，淨額 (418) (367)

支付利息 (1,102) (1,032)  

營運活動產生╱（使用）淨現金 13,006 (290)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124) (10,888)

減少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訂金 235 919

收取利息 16 9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 9 241  

投資活動使用淨現金 (3,864) (9,634)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淨新增銀行貸款 7,600 17,600

淨（償還）╱新增信託收據貸款 (13,641) 1,228

支付租賃負債本金部分 (231) (144)  

融資活動（使用）╱產生淨現金 (6,272) 18,6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淨增加 2,870 8,76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548 49,9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匯兌差異 (710) 735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708 5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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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電線及導線產品。

本公司為一家於百慕達成立的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點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除另外說明外，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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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3 會計政策

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過往財政年度及相應中期報告期間所採納者一致，惟以下載列的所
得稅估計及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除外。

中期期間就收入應繳之稅項乃使用預期全年總盈利適用之稅率計提。

(a)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下列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準則修訂本於二零二零年一
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業務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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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沖會計處理

採納上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過往期間已確認之金額並無重大影響，並預期不會
對本期間及未來期間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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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但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
及未予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之

後開始的年度

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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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
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定

本集團將於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生效時採納上述各項。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採納以上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的相關影響，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4 估算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算和假設，影響到對會計政策的應用以及資
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的列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算。

於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估計
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所作出之重大判斷，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
合財務報表一致。

公允值估值

本集團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其他應收款
項及訂金、衍生金融工具、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及短期借款，因於短
期內到期，其賬面值與公允值相約。用作披露用途之財務負債的公允值以本集團用於相
似金融工具的現時市場利率貼現未來合約現金流量作估計，除非其貼現影響不大。

5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經營製造及買賣電線及導線產品業務。

期內列賬之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貨－於某一時間點 124,402 165,623
  

行政總裁（首席營運決策者）已閱覽本集團內部報告及確定在電線及導線產品業務下根據
客戶所在地有五個報告分部，包括香港、中國大陸、美洲、歐洲及其他國家。每個分部分
開處理，乃因其風險和回報有別於其他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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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分部未經審核的分部資料及未經審核的分部
資產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外部銷售） 分部業績 總分部資產 資本性開支 折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4,186 (5,205) 159,627 349 2,836

中國大陸 19,782 (4,200) 299,085 184 6,374

美洲 68,772 (327) 79,294 – –

歐洲 189 (24) 79 – –

其他國家 1,473 (80) 90,749 3,591 1,507     

報告分部 124,402 (9,836) 628,834 4,124 10,717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1,328) 

經營虧損 (11,164)
 

未分配費用，扣除收入主要是公司支出及投資物業收入。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分部未經審核的分部資料及未經審核的分部
資產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外部銷售） 分部業績 總分部資產 資本性開支 折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5,286 3,810 217,250 1,870 3,031

中國大陸 25,168 3,057 311,143 330 5,700

美洲 93,641 136 87,045 – –

歐洲 198 1 24 – –

其他國家 1,330 108 77,296 9,580 838     

報告分部 165,623 7,112 692,758 11,780 9,569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925) 

經營溢利 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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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部資產與本集團總資產的對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總分部資產 628,834 692,758

投資物業 47,200 55,290

遞延稅項資產 7,778 3,583  

總資產 683,812 751,631
  

收益約64,93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2,223,000 港元）是來自二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名）主要客戶（佔總收益 10%或以上）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1 34,562 41,415

客戶B1 30,373 40,808  

64,935 82,223
  

1 收益來自美洲分部。

6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廢料收入 4 1,712

利息收入 16 94

政府補貼 112 186

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406 423

其他客戶收入 900 1,538  

1,438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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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營（虧損）╱溢利

經營（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使用權資產折舊 562 46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155 9,106

核數師酬金 800 880

存貨成本 66,889 86,779

衍生金融工具淨損失 801 –

外匯淨（收益）╱損失 (1,604) 697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 73

投資物業直接支銷 76 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1) 93

慢用存貨撥備 183 1,28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10） 37,470 44,489
  

8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之利息開支 1,095 1,022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7 10  

1,102 1,032
  

9 所得稅

本集團一間香港附屬公司的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的首2,000,000港元及年度剩餘的估計應
課稅溢利分別按8.25%及16.5%的兩級制稅率計提香港利得稅（二零一九年：16.5%）。

海外溢利之所得稅為本集團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其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22 124

海外稅項 486 474

暫時差異產生及撥回之遞延稅項 (2,628) 337  

(2,120)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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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薪酬及額外津貼 34,765 40,702
社會保障成本 2,130 3,153
退休金成本
－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217 192
其他 358 442  

37,470 44,489
  

(a) 董事酬金

員工成本包括以下支付予董事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酬金、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4,608 4,287
退休金成本
－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27 27  

4,635 4,314
  

(b)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向主要管理人員包括所有董事及三位（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四位）
高級管理人員支付作為僱員服務的已付或應付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酬金、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5,920 6,164
退休金成本
－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54 61  

5,974 6,225
  

11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未經審核虧損10,146,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溢利4,220,000港元）除以期內已發
行普通股198,958,000股（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98,958,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於報告期結束日沒有具潛在攤薄
效應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其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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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租賃

(a) 使用權資產

本集團已確認以下資產類型的使用權資產：

海外土地

使用權 物業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之 

賬面淨值 25,938 558 26,496

折舊 (339) (223) (562)

滙率調整 (297) – (29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25,302 335 25,637
   

(b) 租賃負債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305 451

非即期 – 77  

305 528
  

(c)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確認之金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使用權資產折舊開支
－ 海外土地使用權 339 351

－ 物業 223 112

利息開支 7 10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租賃的相關開支 81 73

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406 423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租賃現金流出總額為31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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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土地及樓宇

租賃裝修

廠房及

機器

傢俬及

裝置

辦公室

設備 汽車 遊艇 在建工程 總額本地 香港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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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之 
賬面淨值 117,430 249,579 4,312 12,382 678 4,138 2,687 3,871 – 395,077
添置 – – – 283 – 362 – – 3,479 4,124
出售 – – – (9) – – – – – (9)
折舊 (2,135) (4,227) (553) (1,047) (339) (1,382) (279) (193) – (10,155)
匯率調整 – (4,291) (35) (198) – (20) (17) – – (4,56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115,295 241,061 3,724 11,411 339 3,098 2,391 3,678 3,479 384,476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 – 15,044 90,836 4,985 14,882 6,889 14,421 3,479 150,536
估值 117,430 245,262 – – – – – – – 362,692
累積折舊 (2,135) (4,201) (11,320) (79,425) (4,646) (11,784) (4,498) (10,743) – (128,752)          

賬面淨值 115,295 241,061 3,724 11,411 339 3,098 2,391 3,678 3,479 384,476
          

土地及樓宇
租賃裝修

廠房及
機器

傢俬及
裝置

辦公室
設備 汽車 遊艇 在建工程 總額本地 香港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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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 
賬面淨值 139,070 197,183 2,193 12,446 708 4,285 3,094 4,279 38,809 402,067
添置 – – – 3,314 – 574 409 – 6,591 10,888
出售 – – – (165) – – (169) – – (334)
折舊 (2,440) (3,749) (476) (1,674) – (255) (303) (209) – (9,106)
轉移 – 41,499 2,894 – – – – – (44,393) –
匯率調整 – 2,140 348 116 7 39 10 – 232 2,892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136,630 237,073 4,959 14,037 715 4,643 3,041 4,070 1,239 406,40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 41,499 15,316 92,454 5,128 14,862 7,258 14,421 1,239 192,177
估值 139,070 199,305 – – – – – – – 338,375
累積折舊 (2,440) (3,731) (10,357) (78,417) (4,413) (10,219) (4,217) (10,351) – (124,145)          

賬面淨值 136,630 237,073 4,959 14,037 715 4,643 3,041 4,070 1,239 406,40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合共 115,29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7,430,000 港元）之土地及樓宇，已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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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投資物業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按公允值 47,200
 

(a)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物業由獨立專業估值師中原測量師行有限公
司按公開市值之基準使用直接比較法重估。

(b)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所釐定的投資物業之公允值約為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公允值。

(c)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以賬面
淨值27,100,000港元的投資物業作為抵押。

15 存貨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36,453 31,235

在製品 16,605 16,720

製成品 56,950 68,008  

110,008 115,963

慢用存貨撥備 (6,085) (5,902)  

於六月三十日 103,923 1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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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根據發票
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50,826 57,501
四個月至六個月 8,449 16,068
超過六個月 10,684 8,348  

69,959 81,917
減值虧損撥備 (5,220) (754)  

64,739 81,163
  

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簡化方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就所有應收貿易賬款使
用全期預期虧損撥備。現有客戶並無產生歷史信貸虧損，而企業的整體違約率維持相對
穩定及低水平。然而，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認為須要為特定客戶計提5,220,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54,000港元）之減值虧損撥備。

期內減值虧損撥備淨增加為4,46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無）。

17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且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入賬為流動（負債）╱資產的財務資產
– 外匯遠期合約 (162) 495

  

本集團與一間外部信譽良好之銀行有若干尚未履行之外匯遠期合約，涉及人民幣長倉，
以對沖其以人民幣計值的採購交易。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履行之外匯遠期合約之名義本金額約為 3,000,000美元（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美元）。

18 股本

股份數量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98,958,000 1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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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其他儲備

股份溢價

匯率變動

儲備

土地及樓宇

重估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總其他

儲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5,886 (786) 244,414 104 259,618

附屬公司財務資料之 

兌換之匯率差異 – (7,232) – – (7,232)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15,886 (8,018) 244,414 104 252,386
     

股份溢價
匯率變動

儲備
土地及樓宇
重估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總其他
儲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5,885 1,418 244,574 104 261,981

附屬公司財務資料之兌
換之匯率差異 – 3,800 – – 3,80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 15,885 5,218 244,574 104 265,781

     

20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根據發票
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3,792 15,709

四個月至六個月 215 1,907

超過六個月 66 133  

14,073 17,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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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借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信託收據貸款 17,794 31,435

銀行貸款 44,600 37,000  

總借款 62,394 68,435
  

借款變動分析如下：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期初數 68,435

借款所得 39,059

償還借款 (45,10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期末數 62,394
 

總借款包括有抵押負債52,79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435,000港元），以
本集團的若干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作抵押。

借款由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提供擔保。

根據還款時間表（並無計入按要求償還條文），借款的到期日如下：

銀行貸款 信託收據貸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44,600 29,800 17,794 31,435

1至2年 – 7,200 – –    

44,600 37,000 17,794 3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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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財務擔保及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下銀行融資，其中193,04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73,040,000港元）以本集團賬面淨值合共142,39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44,530,000港元）之若干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所作之法定押記作抵押。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及信貸融資 193,040 185,040
遠期外滙合約額度 62,000 62,312

  

此外，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亦以銀行為受益人提供擔保，以獲得授予本集團的該等
銀行融資。

23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以下樓宇、廠房
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12,255 –
  

(b) 以出租人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不可撇銷經營
租賃於日後之最低應收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土地及樓宇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027 920
一年後但不多於五年 1,284 1,797  

2,311 2,717
  

24 股息

董事會擬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董事會擬不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25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批准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獲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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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為 124,402,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約165,623,000港元）。未經審核的綜合股東應佔虧損約為10,146,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的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為：約4,220,000港元）。每股虧損
為5.1港仙（二零一九年：每股溢利 2.1港仙）。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總額約為38,708,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548,000港元）。本集團之綜合債項約為62,699,000

港元，包括短期借款及租賃負債。借款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按浮動息率計算。

本集團現有營運資金約122,51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30,939,000

港元） 。流動比率為2.28。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約為64,739,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1,163,000港元），佔期內約124,402,000港元營業額之
約52.0%。

股本架構

本集團之權益約為 545,14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586,10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下跌約7.0%。槓桿比率（以總借款除以總權益計算）約為11.4%。

抵押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62,39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68,435,000港元）之已動用銀行融資乃以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
業（總賬面淨值約162,49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68,130,000港
元）之法定抵押及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所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外匯風險

本公司所有可預見外匯風險已被合適地監管或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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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無）。

業務回顧

本集團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65,623,000港元下
跌約24.9%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24,402,000港元。有關跌
幅乃主要由於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疫情」）爆發對全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而我們的客戶亦未能倖免。

電源線及塑膠皮料的銷售額佔本集團營業額的約 61%，而電纜、導線及組合線
束則佔本集團營業額的約 39%。

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0.4%減至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16.7%。毛利率下跌乃主要由於折舊開支增加所致，
而後者乃由於越南廣義廠房的第一及第二期建築工程所致（有關廠房已於二零
一九年下半年全面投入營運）。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負純利率約 8.2%，而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為純利率約 2.5%。錄得負純利率乃主要由於為應收貿易賬款的
減值虧損計提撥備約 4,500,000港元，以及上述COVID-19疫情造成的影響所致。

越南廣義廠房的第三期建築工程尚在進行，其將於二零二零年第四季竣工及
開始試產。現時已將約50%的生產轉移至越南廣義廠房進行。

未來展望

本集團從COVID-19疫情應對中迅速恢復，越南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深圳
市及河源市的廠房已全面回復至正常產能。COVID-19疫情導致環球經濟仍然
充滿不明朗因素且極為不穩。縱然如此，本集團對我們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本集團仍然與知名客戶維持著緊密且穩定的業務關係。本集團會將業務重心
轉移至高增值產品，透過此新業務方向，本集團己取得大量新業務訂單，二零
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的銷售成績必定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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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中國及越南僱用約1,030名（二零一九
年：1,040名）全職之管理、行政及生產人員。本集團之薪酬組合乃按市場慣例
而定。高級管理人員因應僱員表現、經驗及業內慣例，每年檢討及釐定僱員薪
酬。本集團對其人力資源作出投資。除在職培訓，本集團亦鼓勵僱員參與校外
課程繼續學習。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
則及慣例，並就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進行討論，當中包括與董
事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企業治理

本集團致力維護股東權益，提升企業管治水平。因此，我們設立監察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遵守最佳守則。

社會責任

本集團堅守信念，做一家負責任的企業，所以我們持續參與和支持香港及中國
的社會活動。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守則」）的守則條文規定，及當適用時實行守則的最佳建議常規。



– 23 –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及僱員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條款不寬於上市規則附錄十
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的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
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遵守
了上述準則之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後至本公佈日期，概無發生重大事件。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站展示資料

本中期業績公佈已登載於聯交所之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網站
http://perennial.todayir.com。

致謝

董事會謹此衷心感謝本集團忠誠的股東、夥伴及客戶的鼎力支持以及員工的
努力付出。

承董事會命
恒都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顧廸安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孟振雄先生、蕭旭成先生、孟瑋琦女士及孟韋怡女
士；非執行董事為顧廸安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振麒先生、李宗鼐先生
及鍾潔瑩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