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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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JIA YAO HOLDINGS LIMITED
嘉 耀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626）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約1.8%
或人民幣4.6百萬元至約人民幣 259.5百萬元。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約
41.3%或人民幣22.8百萬元至約人民幣32.4百萬元。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約為 12.5%，較二零一九
年同期約21.6%減少約9.1%。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
幣7.8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 6.6百萬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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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嘉耀」）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本中期業績
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 —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
料審閱」進行審閱。

除另有訂明者外，本公司於本公告之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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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259,479 254,832
銷售成本 4 (227,097) (199,677)  

毛利 32,382 55,155

分銷成本 4 (11,733) (23,313)
行政支出 4 (26,324) (33,572)
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淨額 (600) (223)
其他收入 1,472 2,817
其他虧損 (3,738) (7,603)  

經營虧損 (8,541) (6,739)

財務收入 835 810
財務成本 (1,710) (2,562)  

財務成本，淨額 (875) (1,752)  

除所得稅前虧損 (9,416) (8,491)

所得稅抵免 5 1,889 480  

期內虧損 (7,527) (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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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佔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6,621) (7,836)
— 非控股權益 (906) (175)  

期內虧損 (7,527) (8,011)  

其他全面收入
貨幣換算差額 14 (339)  

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14 (339)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7,513) (8,350)  

期內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6,607) (8,175)
— 非控股權益 (906) (17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7,513) (8,3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經營虧損
— 每股虧損 6 (0.022) (0.026)
— 每股攤薄虧損 6 (0.022) (0.026)  



– 4 –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49,017 49,904
投資物業 9,535 9,959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0,392 114,98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2,975 2,246
遞延所得稅資產 7,264 5,375  

179,183 182,472  

流動資產
存貨 150,727 148,27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62,827 153,377
已限制現金 50,108 84,3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450 75,899  

426,112 461,851  

資產總額 605,295 644,32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382 2,382
其他儲備 169,536 169,522
保留溢利 33,925 40,546  

205,843 212,450
非控股權益 46,414 47,320  

權益總額 252,257 25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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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非流動） 491 832  

491 83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229,929 325,450
應付所得稅 1,850 2,518
借款 120,000 55,000
租賃負債（流動） 768 753  

352,547 383,721  

負債總額 353,038 384,553  

權益及負債總額 605,295 64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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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1 一般資料

嘉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湖北省從事紙質卷煙包
裝及社會產品紙質包裝之設計、印刷及銷售業務以及買賣商品（包括流動電話主板）。

本公司的註冊辦公室位於Second Floor, Century Yard, Circket Square, P.O Box 902, Grand Cayman, 

KY1-1103, Cayman Islands，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國湖北省宜昌市東山經濟開發區青島路
6號。

本公司的普通股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除另有聲明外，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並四捨五入至最
接近千位。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制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

此等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除按公平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應計制及歷史成本
原則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及本集團於中期報告期間作出的任何公開公告一併閱讀。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集團於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
一九年度綜合財務資料時所應用的該等政策一致。

2.1 於二零二零年生效之準則、修訂及詮釋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採納以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本集團並無提早
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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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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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新訂且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無構成任何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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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於二零二零年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準則、修訂及詮釋

以下關於準則及詮釋的新訂準則及修訂已經頒佈但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
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

準則 主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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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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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之間的資產出售或出資

待定

以上關於現有準則及詮釋的新訂準則及修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已生效且於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尚未應用。採納就準則及詮釋
的新訂準則及修訂之影響仍由本集團評估之中。

3 分部資料

(a) 分部及主要活動之概述

本集團按部門管理業務。以與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向本集團最高執行管理層（即
主要經營決策人）內部呈報資料一致之方式，確定以下本集團之呈報及經營分部：

紙質卷煙包裝 — 紙質卷煙包裝的設計、印刷及銷售
社會產品紙質包裝 — 社會產品紙質包裝（包括酒類、藥品及食品包裝）的設計、印刷
及銷售
買賣商品 — 銷售包括流動電話主板等商品的貿易

(b) 分部收益

分部之間的銷售乃公平地進行於並綜合賬目時對銷。來自外部各方的收益按與未經
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一致的方式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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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紙質

卷煙包裝
社會產品
紙質包裝 買賣商品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197,750 1,860 59,869 259,479
    

毛利 30,808 17 1,557 32,382
分銷成本 (11,369) (364) – (11,733)

    

分部業績 19,439 (347) 1,557 20,649

行政開支 (26,324)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600)
其他收入 1,472
其他虧損 (3,738)
融資成本（淨額） (875) 

除所得稅前虧損 (9,416)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紙質

卷煙包裝
社會產品
紙質包裝 買賣商品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42,527 5,254 7,051 254,832
    

毛利╱（虧損） 56,105 (1,129) 179 55,155

分銷成本 (22,562) (751) – (23,313)
       

分部業續 33,543 (1,880) 179 31,842

行政開支 (33,572)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223)

其他收入 2,817

其他虧損 (7,603)

融資成本（淨額） (1,752) 

除所得稅前虧損 (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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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所在地劃分之分部資產

非流動資產總額（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細明呈列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171,919 177,097

香港 – –  

171,919 177,097  

4 按性質分類的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經營虧損已扣除：

員工成本：
工資及薪金（不包括董事薪酬） 21,849 32,152

董事薪酬 789 510

福利、醫療及其他開支 1,684 2,803  

24,322 35,465

存貨成本 213,090 178,62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076 7,058

運輸成本 6,409 8,841

能源及用水開支 4,324 4,890

社交酬酢開支 3,778 11,418

房產稅、印花稅及其他稅項 964 2,232

專業服務開支 543 1,614

辦公室開支 1,326 1,807

有關租用物業的經營租賃租金 835 903

核數師酬金 665 765

使用權資產攤銷 887 869

其他經營開支 1,935 2,078  

240,832 221,097  

開支及虧損總額 265,154 256,562  



– 10 –

5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i) – –
遞延所得稅
— 遞延稅項資產 1,889 480  

所得稅抵免 1,889 480  

(i)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毋須繳納任何稅項。

於香港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16.5%（二零一九年：16.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並未
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原因是該等附屬公司年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二零一九年：
無）。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湖北金三峽印務有限公司（「湖北金三峽」）符合成為高新技
術企業的資格，並於二零二零年按獲減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15%（二零
一九年：15%）繳付企業所得稅。

餘下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25%（二零一九年：25%）繳納企
業所得稅。

(ii) 中國預扣所得稅

根據相關稅法與規例，本公司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向非中國稅
務居民集團實體分派的股息須按 10%繳納預扣所得稅。本集團計劃將中國附屬公司
直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匯出盈利用作再投資。概無就中國附
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匯出盈利計提中國預扣所得稅
撥備。

6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千元） (6,621) (7,836)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00,000 300,000
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 (0.022)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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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a)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33,896 133,481

減：呆賬撥備 (864) (264)  

133,032 133,217
  

應收票據 17,070 8,377

已付按金 6,034 6,517

墊款予僱員 2,962 3,028

預付款項 3,666 2,194

其他 63 44  

29,795 20,16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62,827 153,377  

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94,751 132,241

91至180日 38,199 953

181至360日 790 153

360日以上 156 134  

133,896 13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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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抵押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63,814,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3,311,000元）的貿易應收款項已抵押，作為本集團銀行借款人民幣 120,000,000元的擔
保（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5,000,000元）。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第三方貿易應付款項 147,270 137,730  

應付票據 69,580 168,000
應付薪金 5,294 9,053
應付稅項 1,440 2,787
應付關聯方其他應付款項 1,370 –
其他 4,975 7,880  

82,659 187,72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229,929 325,450  

按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最多六個月 134,737 136,024
六個月至一年 11,046 234
一年至兩年 1,487 1,472  

147,270 137,730  

10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87 4,490  

11 期後事項

自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起至本公告日期，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
已發生且須披露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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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二零一九年冠狀病毒病（「冠狀病毒」）疫情導致商業活
動空前下降，全球經濟大幅收縮，商業及家庭削減開支導致需求受到衝擊。

於二零二零年初在中國實施的封鎖措施對國家的製造業造成了沉重打擊。根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由於冠狀病毒疫情嚴重打擊經濟，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於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了 6.8%。中國政府將重災區的省份（包括本集
團業務所在的湖北省）全面封鎖了近兩個月。根據湖北省統計局，湖北省在二
零二零年上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近 20%。國內經濟的下滑減慢了煙
草製品的製造業產量，因此對本集團的績效產生負面影響。

同時，中國政府提出「健康中國2030」之倡議加上煙草業持續的結構改革導致
持續的市場整合，並對其所有參與者構成挑戰。該整合所產生的激烈競爭為
本集團增添壓力。為了應對如此嚴峻的經營環境，嘉耀繼續利用其專業知識
及聲譽，與現有客戶保持緊密聯繫，同時抓緊商機。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紙質卷煙包裝（其次是中國社會產品紙質包裝）的設計、
印刷及分銷。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湖北金三峽印務有限公司（「湖北金三峽」）
於中國成立逾20載。本集團向國家煙草專賣局所指定重點卷煙品牌供應紙質
卷煙包裝。本集團亦憑藉自身在卷煙包裝行業的豐富經驗及專業知識將業務
多元化，拓展至藥品、酒類、食品及其他消費品等社會產品紙質包裝。

本集團致力於尋求新業務及發展機遇，並開展國際貿易業務。在福建省廈門
市成立的業務主要側重於亞洲手機配件貿易。我們相信，其前景廣闊的市場
潛力及長期回報將成為我們未來溢利的新增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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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

本集團十分重視產品設計及技術開發，致力利用設計及開發能力提升其技術
競爭力。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客戶包括大型省級煙草工業公
司及中國煙草實業發展中心的非省級煙草公司，位於湖北、四川、雲南、陝西、
河南以及中國其他省份。對於現有客戶，本集團將致力利用其現時作為核准
供應商的地位，將產品組合拓展至該等客戶所製造而本集團目前並無設計及╱
或印刷的其他卷煙品牌或子品牌。

為推行業務策略，若該等主要客戶所在城市具備龐大業務潛力，本集團擬在
有關位置設立銷售辦事處。於主要客戶鄰近設立銷售辦事處將有助本集團與
彼等維持良好關係及改善本集團的售後服務，以提升客戶滿意度。

產品研發及設計

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機器及設備，以提升其生產廠房及確保生產力符合國際
標準。管理層致力於追求嶄新技術，以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維持甚至改
善產品品質。

技術開發及品質控制

本集團高度重視產品設計及技術開發，憑藉自身的設計及開發實力，致力加
強技術競爭力，並將繼續投放資源提升其產品研發實力。回顧期內，本集團
嚴格按照 ISO9000品質體系標準進行規範化操作。本集團配備先進及齊全的檢
測設備和儀器，從進料、過程以至成品及出貨檢驗品質管制的產品流程、標準、
記錄與考核等方面，制定完整的制度體系，覆蓋到產品的每一個過程，從而
確保產品品質持續提升。

成本控制

由於目前紙包裝原材料價格上升對行業帶來的影響，本集團為了有效控制包
裝原材料價格波動，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通過從業內具實力的頂尖供應商篩
選出一批業內實力雄厚的供應商開展戰略合作，進一步完善招標流程，以共
同抵禦價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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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銷售預測於每年年初編製預算、參考預算目標進行評估、按實際
成本釐定產品標準成本，及制定適用監管程序和流程以實行成本控制。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59.5百萬元，
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約1.8%。紙質卷煙包裝分部、社會產品紙質包裝分部
及貿易商品分部收益分別約為76.2%、0.7%及23.1%。由於在中國爆發的疫情以
及工廠在本年第一季度的大部分時間已停止營運，本集團來自紙質卷煙包裝
分部的銷售減少約 18.5%至人民幣 197.8百萬元，而社會產品紙質包裝分部減少
約64.6%至人民幣1.9百萬元。本集團一直擴展其貿易商品分部，而本集團來自
貿易商品分部的銷售增加約 749.1%至人民幣59.9百萬元。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化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概約）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紙質卷煙包裝分部 197,750 242,527 -18.5%
社會產品紙質包裝分部 1,860 5,254 -64.6%
貿易商品分部 59,869 7,051 +749.1%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5.2百萬元減
少約41.3%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2.4百萬元。本集
團的毛利率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21.6%下跌約 9.1%至約 12.5%。毛利率下降主
要由於在本年第一季度於中國爆發疫情期間，本集團溢利最高的紙質卷煙包
裝業務的銷售下降了約 18.5%及於回顧期內，雲南、河南及黑龍江市場主要客
戶的平均產品價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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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成本包括：(i)將本集團產品運至
客戶的交收開支；(ii)有關本集團銷售及推廣人員的員工成本及福利；(iii)一般
業務過程中本集團的客戶招待活動產生的開支；(iv)銷售及分銷活動產生的
員工差旅開支；(v)行政開支；及 (vi)其他銷售及分銷相關開支。本集團之分銷
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3.3百萬元減少約49.7%
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1.7百萬元。分銷成本的下
降主要由於本年第一季度於中國爆發疫情期間的營銷及商務旅行開支減少。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包括 (i)與本集團行政人員相
關的員工成本及福利；(ii)行政員工差旅開支；(iii)折舊開支；(iv)行政員工招待
開支；(v)研發開支；(vi)辦公開支；(vii)監管開支；及 (viii)本集團就管理業務所
產生的其他開支。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3.6
百萬元減少約21.6%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6.3百萬
元。行政支出減少主要由於本年第一季度於中國爆發疫情期間的研發成本及
員工成本減少。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包括非經常性政府補助。於
回顧期內，本集團其他收入減少約人民幣 1.3百萬元至約人民幣 1.5百萬元，此
乃由於回顧期內政府補助減少。

其他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虧損主要包括出售生產廢料的虧損。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其他虧損減少約人民幣3.9百萬元至人民幣3.7百萬元。
其他虧損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以公允價值
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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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淨額主要包括銀行存款的利
息收入、計息負債的利息付款。融資成本淨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百萬元減少約50.1%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人民幣 0.9百萬元。財務成本淨額減少主要由於回顧期內銀行借款利息
支出減少所致。

所得稅抵免

本集團的所得稅抵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0.5
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4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人民幣1.9百萬元，主要由於回顧期內一家中國附屬公司產生的虧損淨額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由於上述項目的變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7.8百萬元減少約15.5%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則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6.6百萬元。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53.4百萬元增加
約6.2%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162.8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應收票
據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8.4百萬元增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的約人民幣 17.1百萬元。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325.5百萬元減少
約29.4%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229.9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以下各
項之淨影響：(1)貿易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37.7百
萬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147.3百萬元；及 (2)應付票據由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68.0百萬元減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約
人民幣69.6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錄得流動資產淨額約人民幣 73.6百萬元，而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資產淨額則約為人民幣 78.1百萬元。於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維持健康的流動資金狀況。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的業務主要通過內部資源及計息借貸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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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
計值，約達人民幣62.5百萬元，而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人民幣
75.9百萬元。

借貸及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計息借貸約為人民幣 120.0百萬元（於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55.0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計息借貸主要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
的計息借貸於一年內償還。該比率乃以淨負債除以總資本計算。負債比率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借款 120,000 55,000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450) (75,899)  

債務淨額 57,550 (20,899) 
總權益 252,257 259,770  

總資本 309,807 238,871  

負債比率 (%) 18.6% 不適用  

本集團的政策為繼續維持一貫穩健的財務管理策略，配合適度的借貸，儲備
充足流動資金，以應付本集團對投資及營運資金的需求。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總額約達人民幣 2.4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4百萬元），主要用於
購買廠房及機器。

庫務政策

本集團就庫務及資金政策採取審慎策略，重視與本集團主要業務直接相關之
風險管理及交易。資金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一般以短期或中期存款存
放於銀行以作為本集團的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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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本集團抵押以下賬面值之資產，以擔保本集團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包括本集
團之應付票據及借貸）：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使用權資產 18,972 5,343
物業、廠房及設備 96,379 19,410
貿易應收款項 63,814 73,311
已抵押銀行存款 50,108 84,300  

229,273 182,364  

涉及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投資、主要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涉及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之重大投資、主要收購及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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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交易主要以人民幣進行，大部分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以人民幣計值。
隨著二零一九年國際貿易營運的推行，本集團對美元的敞口相對較少。

本集團面對之外幣風險主要涉及若干銀行結餘及現金、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以及以港元和美元保存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以對沖一般業務過程中產生而
與外幣交易以及其他金融資產及負債有關之波動。然而，董事將繼續監控外
匯風險並將採取審慎措施以將風險降至最低。本集團於必要時將考慮對沖重
大外幣風險。



– 20 –

配售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本公司與第一上海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
立配售協議（「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發行，而配售代理有條件
同意按竭誠盡力基準促使承配人（「承配人」及各「承配人」）認購可換股票據，
本金額最高為120,000,000港元（「可換股票據」），代價相當於可換股票據本金總額，
初步換股價為每股股份 2.00港元至 2.10港元（「配售」）。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其後
根據配售協議同意初步換股價為每股股份 2.025港元（「換股價」）。

配售可換股票據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完成，據此，本金額為 120,000,000港
元的可換股票據發行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
深知、盡悉及確信，各承配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配售所得
款項淨額（經扣除相關開支）約為117.0百萬港元。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中約不超
過20%擬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而約不少於80%將用於本集團之發展所需，
以拓展至包括資產管理及酒店相關業務的新領域。有關配售可換股票據的進
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七日、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七年十月四日及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之公告。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公告所披露，於二零一九年四
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已將配售可換股票據之所得款項淨額約 17.3百萬港元用
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餘下所得款項約 99.7
百萬港元仍未動用（「未動用所得款項」）。鑒於擬擴展至貿易的新業務範疇及
相關投資，董事會已決定重新分配未動用所得款項的用途，其中約80%將用於
擴展至貿易的新業務範疇及相關投資，而餘下 20%將繼續用作本集團的一般
營運資金。

可換股票據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七日到期。本公司已贖回所有可換股票據，
總金額為120,000,000港元。緊接贖回可換股票據前，約3.0百萬港元已用作擴充
至貿易商品分部且約21.1百萬港元已用作一般營運資金。餘額約92.9百萬港元
已悉數動用於贖回可換股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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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薪酬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聘 用525名 僱 員（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則為570名僱員），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員工
總成本約人民幣24.3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為人民幣35.5百萬元）。本集團
的薪酬組合一般參考市場條款及個人表現而制訂。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作
為對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之獎勵。員工培訓方面，本集團亦向員工提供不同種
類的培訓計劃，藉以提升員工的技能、發展專業知識以及展示潛能。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支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未來展望

冠狀病毒爆發已成為限制世界各地商業活動的全球性問題。疫情的不確定性
對經濟復甦產生懷疑。儘管在本年第二季度，中國的疫情爆發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控制，而且由於政府放寬了全國範圍的封鎖，製造業務已恢復增長，惟
本集團預期國家的煙草業將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復甦。

面對未來的動盪，嘉耀對下半年的業務前景保持謹慎，並會格外警惕。目前，
本集團的首要任務是通過持續監控成本及現金水平同時精簡工作流程以維持
其經營及成本效率，從而保持其競爭力。

鑑於中國政府對減少捲煙消費的承諾日益增加，捲煙包裝的設計對於捲煙品
牌吸引消費者及增加銷量變得越來越重要。本集團將繼續於產品開發方面投
放更大努力，並將其產品組合轉向中高端捲煙包裝，使之成為主要收入來源。
本集團亦將在新產品設計及印刷方面提高其競爭優勢，同時開拓新市場以鞏
固其在捲煙包裝行業的領導地位。

儘管本集團面臨巨大挑戰，管理層將不遺餘力地通過與現有客戶建立緊密的
長期合作關係並吸引新客戶，利用嘉耀經驗豐富的團隊開發新產品以適應市
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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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本集團出色的往績記錄及在業內久負盛名，本集團亦透過其戰略性招標
方法提高其招標更多項目的能力，以確保業務的穩定增長。本集團將繼續採
取有效的發展戰略，並在不同領域探索更多商機，包括但不限於國際貿易服
務及創新捲煙產品。其中，管理層最近觀察到創新捲煙產品的增長需求，並
預見未來海外捲煙市場將呈現有利趨勢。

儘管本集團的業務正逐漸回復正軌，管理層認為嘉耀的基礎依然保持穩健。
本集團將繼續制定有效的業務策略並探索未來的商機。本集團相信，在管理
層及全體員工的一致努力下，嘉耀將保持其市場的領導地位並為股東創造長
期價值。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競爭業務及利益衝突

概無董事從事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而彼等與本集
團亦無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整個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深知管理層及內部程序的良好企業管治對實現有效問責相當重要。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的企業
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企業管治守則，並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諮
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操
守守則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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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及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設有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
管治守則訂明書面職權範圍，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公司財務報告程序、
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王平先生（主
席）、曾石泉先生及龔進軍先生組成。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業績未經審核，惟已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其認為有關業績的編製已遵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以及
上市規則，且已作出足夠披露。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公告。

當前中期期間的業績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
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公 告 分 別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jiayaoholdings.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刊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嘉耀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
楊詠安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即執行董事楊詠安先生；非執行董
事豐斌先生及楊帆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龔進軍先生、曾石泉先生及王平先
生組成。

倘於中國成立的實體或企業的中文名稱與其英文譯本有任何歧義，概以中文
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