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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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KA SHU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822）

嘉 瑞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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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業績
收入 616,265 712,507 (13.5%)
毛利 170,489 140,890 21.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51,026 14,480 252.4%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111,493 75,209 48.2%

每股資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5.71 1.62 252.5%
–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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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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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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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616,265 712,507
銷售成本 (445,776) (571,617)

毛利 170,489 140,890
其他收入 5 13,863 9,05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回撥 – 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723) (15,048)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5,529) (109,266)
其他營運開支及收入 3,505 3,476

經營溢利 69,605 29,110
融資成本 6 (4,371) (6,280)
攤分聯營公司損失 (513) (435)

除稅前溢利 64,721 22,395
所得稅開支 7 (13,903) (8,138)

期內溢利 8 50,818 14,257

以下人士應佔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1,026 14,480
非控股權益 (208) (223)

50,818 14,257

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10(a) 5.71 1.62

– 攤薄（港仙） 10(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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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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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50,818 14,257

其他全面收益：

將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4,114) 4,974

期內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14,114) 4,97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6,704 19,231

以下人士應佔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7,220 19,346
非控股權益 (516) (115)

36,704 1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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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86,767 504,054
使用權資產 215,867 224,525
會所會籍 718 71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8,273 8,95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 –
預付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按金 6,990 7,894
遞延稅項資產 146 149

718,761 746,293

流動資產
存貨 172,886 215,957
退回資產之權利 111 111
貿易應收款項 11 309,441 340,524
合約資產 13,086 17,73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6,395 47,40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28 16
即期稅項資產 4,078 3,260
有限制銀行存款 1,801 1,835
銀行及現金結餘 293,583 262,252

841,809 889,09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152,995 209,014
合約負債 8,217 1,005
退款負債 241 241
租賃負債 4,909 5,68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9,216 82,572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292 1,305
銀行借款 132,143 201,532
即期稅項負債 26,056 35,807

405,069 537,157

流動資產淨值 436,740 351,93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55,501 1,09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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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90,027 57,514
租賃負債 3,775 5,908
遞延稅項負債 34,915 26,852

128,717 90,274

資產淨值 1,026,784 1,007,95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9,376 89,376
儲備 922,560 903,21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011,936 992,591
非控股權益 14,848 15,364

權益總額 1,026,784 1,00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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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
辦事處地點為PO Box 1350,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九龍灣宏光道一號億京中心B座29樓A室。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以生產及銷售鋅、鎂、鋁合金壓鑄、塑膠注塑產品及零部件，主要售予從事家居用品、3C（通
訊、電腦及消費者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及精密部件的客戶為主。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Precisefull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
司）為最終母公司，李遠發先生（「李先生」）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方。

2. 編製基準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撰。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二零一九年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
的會計政策（包括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及計
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時相同。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適用於其營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
會計年度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
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本集團尚未
提早採納己發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於財務報表中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綜合財務報
表中應用的會計政策相同。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但對本集團的綜
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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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以生產及銷售鋅、鎂、鋁合金壓鑄、塑膠注塑產品及零部件、照明產品和家居器具貿易及提供
汽車維修服務為主。

收入指於期內銷售貨品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已扣除退貨及給予客戶的折扣）。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時業務分為七個（二零一九年：六個）營運部門 – 鋅、鎂及鋁合金壓鑄、塑膠
注塑產品和零部件、照明產品和家居器具貿易及提供汽車維修服務。該等部門是本集團之呈報五個
分部資料的基準。本集團之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之策略業務單位。由於有關業務需要不同技術
及有不同成本計量方式，故該等分部乃獨立管理。

本集團的其他經營分部包括照明產品和家居器具的貿易及提供汽車維修服務。此等分部均未達到決
定可呈報分部的任何量化門檻。其他經營分部的資料載於「其他」一欄。

分部溢利或虧損不包括利息收入、攤分聯營公司虧損、企業開支、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在期內按呈報分部分類的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鋅合金壓鑄 鎂合金壓鑄 鋁合金壓鑄 塑膠注塑 其他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47,986 210,027 48,796 286,170 23,286 616,265

分部溢利 1,668 28,311 2,994 39,753 205 72,931

鋅合金壓鑄 鎂合金壓鑄 鋁合金壓鑄 塑膠注塑 其他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70,805 232,091 71,018 312,938 25,655 712,507

分部溢利 1,664 8,586 2,041 17,697 3,687 3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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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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呈報分部溢利之對賬：
呈報分部總溢利 72,931 33,675

不分類數目：
利息收入 447 224

攤分聯營公司損失 (513) (435)

融資成本 (4,371) (6,280)

企業開支 (3,773) (4,789)

所得稅開支 (13,903) (8,138)

期內綜合溢利 50,818 14,257

5.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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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447 224

客戶報銷收回 3,673 2,714

廢料銷售 1,246 1,955

政府補助金 7,618 756

其他 879 3,401

13,863 9,050

6.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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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4,189 6,065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182 215

4,371 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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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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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撥備 5,855 4,042

即期稅項 – 香港以外所得稅
本期間撥備 (517) 4,047

遞延稅項 8,565 49

13,903 8,138

在兩級制利得稅制度下，在香港成立的合資格法團的首200萬港元應課稅溢利減至8.25%，而200萬港
元以上的應課稅溢利之稅率為16.5%。對於其他在香港成立的附屬公司，已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的稅率計算香港利得稅。其他地區的應課稅溢利稅項
支出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地的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以當地現行稅率計算。

8. 期內溢利

本集團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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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6,556 43,015

使用權資產折舊 5,845 3,51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510 –

物業、機器及設備撇銷 337 3,399

利息收入 (447) (224)

壞賬撇銷 63 6

存貨撥備回撥 (4,415) (6,881)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回撥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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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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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建議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1.0港仙（二零一九年：無） 8,938 —

於期間內已付股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2.0港仙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3.5港仙） 17,875 31,282

26,813 31,282

於報告期間後，董事會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港仙（二零一
九年：無），總額約為8,93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無）。於報告期間末，此中期股息並未確認為負債。

10.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51,026,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480,000港元）及截至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六
個月期間已發行的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893,761,400港元計算（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893,761,400）。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沒有任何攤薄普通股股份，因
此沒有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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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主要以信貸形式進行。信貸期一般介乎開票當月結束後30日至120日（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日至120日）。每名客戶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其未償還應收
款項，由董事定期檢討過期未付結餘。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撥備）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按發票日
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155,435 127,728

31日至60日 44,137 95,767

61日至90日 58,117 48,495

91日至180日 50,344 68,429

180日以上 1,751 448

減：壞賬及呆賬撥備 (343) (343)

309,441 340,524

12.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一般從其供應商取得30日至90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日至90日）之信貸期。貿易
應付款項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按收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70,315 68,995

31日至60日 35,325 63,427

61日至90日 23,495 38,897

91日至180日 16,750 32,385

180日以上 7,110 5,310

152,995 20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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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A) 財務回顧

二零二零年初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爆發和隨後各國實施的檢疫措施及
旅遊限制對全球消費產生了不利影響。有鑑於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收入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約13.5%至616,265,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712,507,000港元）。儘管經營環境困難，由於(i)工藝流程改善和產品
組合減低本集團營運成本，導致銷售成本下降；(ii)集團持續資源整合和數據系統的
優化提高了運營效率，從而降低製造費用；及(iii)本集團於本期間獲得的一次性公用
事業和政府補貼，加上本集團獲得有關機關許可後恢復營運的進度理想，集團於本
期間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較去年同期錄得約252.4%的增長至51,026,000
港元，去年同期為約14,480,000港元。集團本期間的毛利亦上升約21.0%至170,489,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140,890,000港元）。本集團的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
銷前盈利（按稅前利潤、折舊、無形資產攤銷和融資成本計算）為111,493,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上半年：75,209,000港元）。

(B) 業務回顧

 塑膠注塑業務

COVID-19疫情爆發導致受影響地區業務中斷和增加市場不確定性，為全球經濟帶
來了負面影響。因此，塑膠注塑業務的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約8.6%至286,170,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312,938,000港元）。該業務分部佔集團總收入約46.4%（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43.9%）。隨著更多5G智能手機的推出，預計未來智能手機和相關配
件的出貨量將會逐步增加。為了擴大塑膠注塑和精密零部件的市場份額，本集團將
透過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努力爭取更多的客戶訂單，並繼續研究和開發新的生產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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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鎂合金壓鑄業務

於回顧期間，儘管在家中學習和工作的現象導致對個人電腦的需求增加，但消費者
信心仍受到COVID-19疫情的不利影響。於此背景下，鎂合金壓鑄業務的收入輕微下
跌約9.5%至210,02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232,091,000港元），約佔集團總收
入34.1%（二零一九年上半年：32.6%）。除筆記本電腦外殼外，本集團將繼續探索鎂
合金不同方面的應用，尤其是在精密零部件、汽車和建築行業，以擴大其客戶基礎
並提高此分部的盈利能力。

 鋅合金壓鑄業務

由於本期間內受COVID-19疫情所影響而導致市場需求疲弱，鋅合金壓鑄業務的收
入較去年同期下降約32.2%至47,98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70,805,000港元），
約佔集團總收入的7.8%（二零一九年上半年：9.9%）。

 鋁合金壓鑄業務

鋁合金壓鑄業務同樣受到市場情況的不利影響，導致本期間收入下降約31.3%至
48,79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71,018,000港元），佔集團總收入約7.9%（二零一
九年上半年：10.0%）。

 其他

其他業務於本期間的收入（包括照明產品和家居產品貿易及提供汽車維修服務）減少
約9.2%至23,28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25,65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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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展望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COVID-19疫情及貿易磨擦使全球經濟蒙上陰霾，生產和貿易活
動在第一季度陷入停滯階段。到第二季度末，業務營運呈現逐漸復蘇的勢頭，但市
場情緒和消費者的購買意慾仍然較低。同時，今年稍後時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以
及不斷升級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也加劇了營商前景的不確定性。本集團將保持靈活
性並迅速對市場變化作出反應，並因應中國最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
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經濟政策積極探索打通國內產業鏈及拓展內需業務，
以平衡出口業務的不確定性，並利用其在一站式服務解決方案的領先優勢來開拓新
市場。

在疫情下廣泛實踐在家工作和學習，此舉徹底地改變了工作和學習的概念，從而導
致對個人筆記本電腦及其他移動裝置的需求增加。根據Gartner, Inc.的市場研究報
告，在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全球個人筆記本電腦出貨量總數達6,480萬台，比二零
一九年同期增長2.8%。隨著遠程工作和學習的趨勢持續，預計市場對輕量筆記本電
腦和超級筆記本電腦有一定的需求，並預期將帶動集團對主要個人電腦品牌的電腦
零部件銷售額。

隨著更多新5G智能手機型號預計將於二零二零年推出，本集團一直為客戶生產和交
付用於通信設備及配件的產品訂單，為新型號的發佈做好準備。管理層認為，隨著
不斷的技術創新，移動裝置及配件行業將保持活躍，並對5G智能手機將在下半年刺
激新一輪移動裝置的更換抱樂觀態度。本集團將繼續緊貼最新行業及市場趨勢，並
分配更多資源進行技術研發，令集團可把握更多及更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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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鍥而不捨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因而成就了新材料的應用。為了回應在
COVID-19疫情爆發對個人衛生日益關注的情況，本集團已成功將自主開發專利技
術microbeFENCE®（一種不含生物殺滅劑、斥菌和安全使用的抗菌解決方案）的使用
範圍擴展到個人健康護理產品上。一個線上銷售平台已建立來推廣我們抗疫產品的
新品牌。此等產品在市場上廣受好評，充分體現了集團通過多樣化技術解決方案和
迅速反應以把握市場機遇的能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探索不含生物殺滅劑的斥菌
塑料在醫療和個人健康護理領域不同的潛在應用。

另一方面，本集團的先進測試設備將繼續促進研發具有不同特性和元素的合金以及
生產技術，以適應汽車和技術通訊組件的需求。本集團先進的材料解決方案具備輕
量化，並擁有有利特質如高強度和韌性以及有效的散熱的特點，這些對於汽車和通
訊行業產品的最新發展至為重要。輕質材料加上擠壓技術可用於生產高強度合金汽
車零部件，從而提高汽車的能源效益。憑藉數十年在鋁和鎂合金壓鑄的經驗及強大
的模具設計和製造能力，本集團已成功啟動了多個開發用於新能源汽車電池外殼的
合作項目，並將進一步尋找新產品於其他行業的應用。此外，集團自主研發的改進
型模外裝飾技術（「AOMR」）是一種環保的表面處理技術，可用於取代傳統鈍化和噴
油，能夠減少有毒廢水、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和碳排放。預計AOMR將在
今年下半年應用於本集團的批量生產過程。通過材料應用和技術的創新及進步，本
集團將致力拓展全球業務，豐富其客戶網絡的多元化，並探索擴展其產品範圍的機
會。

二零二零年餘下時間全球經濟環境仍然充滿不可預見的挑戰，本集團將審慎監控市
場並製定明智的策略，以保持在行業中穩固的立足點。材料及技術創新、內部優化
和牢固的客戶關係對於本集團的盈利能力至為重要。本集團將利用其經驗豐富的團
隊和行業專業知識來進一步增強競爭力，並尋找預期與現有業務建立良好的協同效
應及具發展潛力的項目，以應對未來的挑戰及帶來更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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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主要營運資金來源為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及銀行借款。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有限制銀行存款和銀行及現金結餘約295,384,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4,087,000港元），當中大多數以美元、人民幣或港
元計值。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計息借款全為銀行貸款，總額約為222,170,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9,046,000港元）。該等借款全部以港元、人民幣
或歐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元）計值，所採用的利率主要為浮動利率。
將於一年內到期以及於第二至第五年到期（包括按要求償還條款）及於第二至第五年
到期（不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銀行貸款金額分別為132,143,000港元、零港元及
90,02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201,532,000港元、零港元及
57,514,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由於本集團之現金淨額（已抵押銀行存款、有限制銀行存
款（如有）以及銀行及現金結餘減去銀行總借貸）為73,21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5,041,000港元），因此，淨借貸比率（以銀行借款總和減已抵押銀行存款、有限制銀
行存款（如有）和銀行及現金結餘除以權益總額之比率）不適用於本集團。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436,74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351,936,000港元），包括流動資產約841,80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889,093,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405,06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37,157,000港元），流動比率約為2.1（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

(E) 外匯風險承擔

本集團的大部分交易均以美元、港元或人民幣進行。因此，本集團已注意到美元、
人民幣及港元匯率的波動可能引起的潛在外匯風險承擔。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其整體
外匯風險承擔及採取合適措施以減低本集團面對匯率波動所帶來之風險。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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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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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以下列資產作為抵押：(a)本集團擁有
的香港物業之一切租金轉讓；(b)本集團擁有的香港物業；及(c)本公司及本集團若干
附屬公司提供之企業擔保。

(H)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4,600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500名）。本集團之成功有賴全體僱員的表現和責任承擔，故此本集團把僱員視
作為我們的核心資產。為了吸引及保留優秀員工，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
包括退休金計劃、醫療福利和花紅獎賞。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及結構乃根據市場趨勢、
個人工作表現以及本集團的財務表現而釐定。本集團亦已採納認購股權計劃及股份
獎勵計劃，旨在向合資格僱員提供作為彼等對本集團所作出貢獻之鼓勵及獎賞。

本集團定期舉辦多項針對不同階層員工的培訓課程，並與多間國內專上學院及外間
培訓機構合辦各種培訓計劃。除學術和技術培訓外，本集團亦舉辦了不同種類的文
娛康樂活動，其中包括新春聯誼活動、各種體育比賽和興趣班等，目的為促進各部
門員工之間的關係、建立和諧團隊精神及提倡健康生活。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將於二零
二零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五）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星期三）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五）（包括首尾
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派
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星期
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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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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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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所
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財務
報告、就委任及罷免獨立核數師以及其薪酬提供推薦建議、批准審計及審計相關服務、
監管本公司之內部財務匯報程序及管理政策，檢討本公司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
及內部審核職能，以及其他在企業管治守則下的職責。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分別為江啟銓先生、孫啟烈教授BBS, JP、盧偉國博士SBS, MH, JP及陸東先生，而
江啟銓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彼為合資格會計師，於財務報告及控制擁有豐富經驗。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主要負責檢討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成與就任何
為配合本公司企業策略而擬對董事會作出的變動提供推薦建議、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獨立性、就委任董事及董事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供意見。提名委員會之成員包括孫啟烈
教授BBS, JP、盧偉國博士SBS, MH, JP、陸東先生及江啟銓先生，而孫啟烈教授BBS, JP為提
名委員會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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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就本公司董事及高
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推薦意見，並因應董事會之企業方針及目標而檢
討及釐定個別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花紅獎賞及其他報酬。薪酬委員會由孫
啟烈教授BBS, JP、盧偉國博士SBS, MH, JP、陸東先生及江啟銓先生組成。薪酬委員會之
主席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啟烈教授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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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所載之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全面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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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表。

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對客戶、供應商及股東一直以來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本人另
對期內管理層及本集團員工所付出之寶貴貢獻之盡職服務表示感謝。

承董事會命
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李遠發
主席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李遠發先生、黃永銓先生及陳素華女
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孫啟烈教授BBS, JP、盧偉國博士SBS, MH, JP、陸東先生及
江啟銓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