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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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  http://www.hkstarlite.com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星光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會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 「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及二零一九年去年同期未經

審核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559,844 695,409 

銷售成本   (452,586) (553,282) 

  ─────── ────── 

毛利   107,258 142,127 

    

其他（虧損）∕收益  －淨額  5 (74,037) 10,467 

銷售及分銷費用   (31,383) (37,224) 

一般及行政開支   (68,872) (84,429) 

金融資產減值收益∕（虧損）淨額   1,965 (3,588) 

  ─────── ─────── 

經營（虧損）∕溢利  6 (65,069) 27,353 

 

*僅供識別  

 

http://www.hkstarlite.com/


簡明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1,015 284 

融資成本   (2,164) (4,783) 

  ──────── ──────── 

融資成本  －  淨額   7 (1,149) (4,499) 

  -------------- -------------- 

除稅前（虧損）∕溢利   (66,218) 22,854 

所得稅開支  8 (3,693) (6,580) 

  ───────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69,911) 16,274 

  ═══════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盈利  

（每股以港仙呈列 )  9   

－  基本   (13.31) 3.10 

  ═══════ ═══════ 

－  攤薄   (13.31) 3.10 

  ═══════ ═══════ 

股息  10   - - 

  ═══════ ═══════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   (69,911) 16,274 

    

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之公

允價值減少  (185) (259) 

    

滙兌差異  13,182 (19,971) 

  ───────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除稅後  12,997 (20,230) 

  --------------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56,914) (3,956) 

  ═══════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 經 審 核 經 審 核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3,856 289,832 
使用權資產   32,791 32,697 
非流動資產之預付款   10,151 1,511 
按金   568 54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635 1,604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1,233 1,418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8,118 13,335 
  ──────── ──────── 

  348,352 340,946 
  -----------  ------------  
流動資產     
存貨   88,223 107,089 
貿易應收賬款及票據  11 292,476 154,522 
預付款項及按金   21,817 21,459 
可收回所得稅   747 1,153 
由存款日起計算超過 3 個月到期之銀
行存款   201 201 
現金及現金等值   329,424 232,199 
  ──────── ──────── 

  732,888 516,623 
  -----------  -----------  
總資產   1,081,240 857,569 
  ════════ ════════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52,514 52,514 
儲備  14 307,655 396,077 

  ──────── ──────── 
權益總額   360,169 448,591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融資   952 9,167 
遞延收入   524 604 
租賃負債   1,397 2,458 
遞延所得稅負債   5,436 5,436 

  ──────── ──────── 
  8,309 17,665 
  -----------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票據  12 152,305 84,752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   226,906 155,098 
合約負債   - 4,646 
即期所得稅負債   31,329 28,866 
融資   85,253 113,079 
應付買方款項 13 212,264 - 
租賃負債   4,495 4,671 
遞延收入   210 201 
  ──────── ──────── 

  712,762 391,313 
  -----------  -----------  
負債總額   721,071 408,978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1,081,240 857,569 
  ════════ ════════ 
 



 
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等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度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一併細閱。 

 

2. 會計政策 

 

除採納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報告期間開始或以後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

詮釋外，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採用之會計政策均與截至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內所披露的一致。預提所得稅採用適用於

預期全年總收入的稅率計算撥備。 

 

(a)  本集團已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概念框架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開始或以後財政期間，已採納下列經修訂準則以及概

念框架：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修訂本） 

 重要性之釋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本）  業務之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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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指標變革 

2018 年財務報告之概念框架  財務報告之經修訂概念框架 

 

此等經修訂準則以及概念框架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起財政年度首次強制實行，此

等新準則對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影響並不顯著。 

 

本集團並未採納任何於本中期期間仍未生效的新準則及準則的修訂本以及詮釋。 

 



 

3.  收入  

 

收入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包裝材料、標籤、及紙類製品，包括

環保紙類產品  548,681 

 

683,129 

 其他  11,163  12,280 

  ───────  ─────── 

  559,844  695,409 

  ═══════  ═══════ 

 



 

4. 分部資料  
 

本公司主席∕首席執行長被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 經營

分部以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內部呈報一致的形式呈報。本公司主要經營決策者

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報告匯報經

營分部的業績。 

 

本公司主要經營決策者認為業務按地區劃分，即按主要廠房的所在地決定，包括

華南、華東及東南亞，及根據收入、經營（虧損）∕溢利、期內（虧損）∕溢利、

資本開支、資產及負債評估各分部的表現。 

 

(i)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華南 華東 東南亞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415,305 112,560 65,623 593,488 

分部間收入  (279) (33,365) - (33,644) 

  ─────── ─────── ─────── ─────── 

於某個時點來自外部客

戶收入 

  

415,026 

 

79,195 

 

65,623 

 

559,844 

  ═══════ ═══════ ═══════ ═══════ 

經營虧損   (50,984) (5,209) (8,876) (65,069) 

      

融資收入   900 115 - 1,015 

融資成本   (1,479) (560) (125) (2,164) 

所得稅開支   (3,693) - - (3,693) 

  ─────── ─────── ─────── ─────── 

期內虧損   (55,256) (5,654) (9,001) (69,911) 

  ═══════ ═══════ ═══════ ═══════ 

其他資料 :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  19,556 

═══════ 

2,770 

═══════ 

372 

═══════ 

22,698 

═══════ 

期內折舊及攤銷  13,037 

═══════ 

6,327 

═══════ 

6,001 

═══════ 

25,365 

═══════ 

資本開支  28,271 

═══════ 

2,637 

═══════ 

430 

═══════ 

31,338 

═══════ 



 

4. 分部資料（續）  

 

(i)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續）  

 

  華南 華東 東南亞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548,180 135,684 79,982 763,846 

分部間收入  (2,880) (65,557) - (68,437) 

  ─────── ─────── ─────── ─────── 

於某個時點來自外部客

戶收入 

  

545,300 

 

70,127 

 

79,982 

 

695,409 

  ═══════ ═══════ ═══════ ═══════ 

經營溢利∕（虧損）   25,714 3,944 (2,305) 27,353 

      

融資收入   177 87 20 284 

融資成本   (3,813) (786) (184) (4,783) 

所得稅開支   (5,221) (1,252) (107) (6,580) 

  ─────── ─────── ─────── ─────── 

期內溢利∕（虧損）   16,857 1,993 (2,576) 16,274 

  ═══════ ═══════ ═══════ ═══════ 

其他資料 :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  8,528 

═══════ 

4,202 

═══════ 

1,057 

═══════ 

13,787 

═══════ 

期內折舊及攤銷  14,365 

═══════ 

7,159 

═══════ 

6,435 

═══════ 

27,959 

═══════ 

資本開支  10,063 

═══════ 

4,450 

═══════ 

980 

═══════ 

15,493 

═══════ 



 

4. 分部資料（續）  

 

(ii)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分

析如下： 

 
 

  華南 華東 東南亞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765,792 184,531 130,917 1,081,240 

  ═══════ ═══════ ═══════ ═══════ 

      

 分部負債  599,952 97,100 24,019 721,071 

  ═══════ ═══════ ═══════ ═══════ 
 
 

  華南 華東 東南亞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550,585 176,863 130,121 857,569 

  ═══════ ═══════ ═══════ ═══════ 

      

 分部負債  290,990 98,962 19,026 408,978 

  ═══════ ═══════ ═══════ ═══════ 
 



 

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滙兌收益淨額 5,241 6,62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572 (874) 

 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收益 634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淨額 - 195 

 政府補助 8,607 - 

 重組費用撥備（附註 a） (89,810) - 

 其他 719 4,522 

  ────── ────── 

  (74,037) 10,467 

  ══════ ══════ 

附註 

 

(a) 有關出售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星光印刷（深圳）有限公司，該項出售已獲股東於二零二零年四

月八日批准，本集團已開始有關搬遷及重組計劃，而有關重組費用撥備為八千九百八十萬港元，並

已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確認，此等重組費用撥備包括星光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的律師費、遣散費及廠房機器搬遷費用等，有關該項出售的詳情，請參考附註13。 

 

6. 經營（虧損）∕溢利  

 

期內經營（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66,170 199,929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2,902 2,33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2,463 25,625 

  ═══════ ═══════ 

 



 

7. 融資成本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成本   

  銀行融資利息支出 2,021 4,583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143 169 

 解除撥備的貼現 - 31 

  ─────── ─────── 

  2,164 4,783 

 融資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015) (284) 

  ─────── ─────── 

  1,149 4,499 

  ═══════ ══════ 

 



 
8.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三五年為止。本公司於英屬

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各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國際業務公司法

註冊成立，因此，獲豁免繳納英屬維爾京群島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以稅率 16.5%(二零一九： 16.5%)按香港經營業務之估計應

課稅溢利計算撥備。  

 

在中國成立及經營之附屬公司於本期內須按 25%（二零一九年： 25%）

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成立之附屬公司分別按新加坡企業所得稅稅率

17%（二零一九年： 17%）撥備及馬來西亞企業所得稅稅率 24%（二零

一九年： 24%）撥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開支    

 －  香港利得稅  3,693 945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5,243 

 －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  - - 

 －  馬來西亞企業所得稅  - - 

  ────── ────── 

  3,693 6,188 

 遞延所得稅  - 392 

  ────── ────── 

  3,693 6,580 

  ══════ ══════ 

 



 
9.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千港元 )  (69,911) 16,274 

  ═══════ ═══════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千股 )  525,135 525,135 

  ═══════ ═══════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港仙 )  (13.31) 3.10 

  ═══════ ═══════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就假設所有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獲轉換後，經調整已

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盈利，因並無可攤

薄的潛在股份。 

 

 
10.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11. 貿易應收賬款及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303,126 167,332 

 減：虧損撥備 (11,003) (12,810) 

  ─────── ───────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292,123 154,522 

 應收票據  353 - 

  ─────── ─────── 

 貿易應收賬款及票據  292,476 154,522 

  ═══════ ═══════ 

  

本集團給予客戶信貸期限一般為 30 天至 120 天不等。貿易應收賬款及票據按發票

日期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 90天  263,297 125,449 

 91至 180天  28,304 29,428 

 181至 365天  1,427 923 

 超過 365天  10,451 11,532 

  ─────── ─────── 

  303,479 167,332 

 減：虧損撥備 (11,003) (12,810) 

  ─────── ─────── 

  292,476 154,522 

  ═══════ ═══════ 

  



 

12.  貿易應付賬款及票據  

 

貿易應付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 至 90 天  144,671 77,405 

 91 至 180 天  2,319 4,712 

 181 至 365 天  3,445 1,172 

 超過 365 天  1,870 1,463 

  ─────── ─────── 

  152,305 84,752 

  ═══════ ═══════ 

 



 

13. 應付買方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一日，本集團與一位獨立第三方 — 峻嶺企業有限公司

（「買方」）訂立一份協議（「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有條件出

售，而買方同意有條件購買星光印刷（深圳）有限公司（「星光深圳」），本公

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的全部股本權益，代價為人民幣319,200,000元（ 相當於約

348,500,000港元）。出售星光深圳視為非常重大出售事項（「該項交易」），該項

交易已獲股東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批准。 

 

根據該項交易，買方的主要股東（「貸方」），將會借出人民幣136,800,000元的貸

款（「該貸款」）給星光深圳，如完成該項交易，該貸款無須償還。根據股權轉讓

協議及貸款協議所述，總代價包括代價人民幣319,200,000元的出售代價。 

 

本集團已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及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五日收到首期付款人

民幣63,200,000元，及貸款人民幣136,800,000元。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總

額212,264,000港元為負債。 

 

預期該項交易將於收到首期付款及貸款後18個月內完成。於收到首期付款及貸款

後，本集團已展開搬遷及重組計劃，詳情於附註5披露。 

 

按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一日貸方及星光深圳簽訂的貸款協議，星光深圳已將其於二

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約為 29,000,000 港元的所有土地使用權及樓宇，抵押

給貸方作為借予星光深圳貸款的抵押。 

 



14. 儲備  

 
 變動如下：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按公允價值

計入其他全

面收益的金

融資產公允

價值儲備 滙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集團        

         

 於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 127,796 1,792 

 

19,040 

 

682 14,705 232,062 396,077 

         

 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 - - - - (69,911) (69,911) 

 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

他全面收益的金融

資產之公允價值減

少 - - - (185) - - (185) 

 —滙兌差異  - - - - 13,182 - 13,182 

  ─────── ─────── ─────── ─────── ─────── ─────── ───────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185) 13,182 (69,911) (56,914) 

  ------------- ------------- ------------- ------------- ------------- ------------- ------------- 

 擁有人以擁有人身份的 

交易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末期及特別

股息 - - - - - (31,508) (31,508) 

  ------------- ------------- ------------- ------------- ------------- ------------- ------------- 

  - - - - - (31,508) (31,508) 

  ------------- ------------- ------------- ------------- ------------- ------------- -------------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7,796 1,792 19,040 497 27,887 130,643 307,655 

  ═══════ ═══════ ═══════ ═══════ ═══════ ═══════ ═══════ 

  
       

 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127,796 1,792 15,812 1,269 42,637 226,791 416,097 

         

 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 - - - - - 16,274 16,274 

 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

他全面收益的金融

資產之公允價值減少 - - - (259) - - (259) 

 —滙兌差異  - - - - (19,971) - (19,971) 

  ─────── ─────── ─────── ─────── ─────── ─────── ───────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259) (19,971) 16,274 (3,956) 

  ------------- ------------- ------------- ------------- ------------- ------------- -------------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7,796 1,792 15,812 1,010 22,666 243,065 412,141 

  ═══════ ═══════ ═══════ ═══════ ═══════ ═══════ ═══════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約七千萬港元虧損，去年同期則錄得溢

利約一千六百萬港元。營業額約為五億六千萬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二十。  

 

集團期內表現未如理想，主要因為：（i）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對歐美主要市場

造成較大打擊， 部分海外客戶亦因而減少訂單， 使集團各營運單元業務發展受到一定

程度影響；（ii）儘管主要經營成本得到適當的控制，集團非變動及間接開支難於短期

內大幅縮減、影響利潤水平；（iii）深圳廠區業務轉移至大中華各廠區，錄得約九千萬

港元的員工遣散費用及其它相關支出。 

 

年初至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席捲全球，給世界經濟帶來嚴峻考驗。全球多國因疫情關

係導致廣泛經濟活動中斷，所採取的社交隔離措施都間接或直接降低了市場需求。面對

疫情，集團首要任務是保障員工的健康安全及積極參與社會抗疫工作，除遵從有關當局

實施的防控要求，我們為所有廠區員工提供口罩、消毒潔手液，並嚴格執行體溫檢查及

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成效顯著，更全員響應香港政府推出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及

為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發送感謝函，為穩復工、戰疫情及保障集團經營暢順奠下良好的

基礎。 

 

基於需求面的短暫萎縮，集團果斷採取的一系列成本控制措施取得良好成效，華南三廠

包括廣州廠區及韶關廠區均保持盈利狀態，深圳廠區不計入一次性業務轉移開支也錄得

盈利。 

 

另一方面，蘇州廠區受出口客戶推遲或暫緩部份業務計劃影響下錄得虧損。 

 

亞世安區域由於馬來西亞境內的行動管制令延長，影響星馬復工進度，導致新加坡/馬

來西亞公司錄得虧損。  

 



面對國際貿易緊張局勢升級及疫情帶來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下，集團靈活調整戰略目標

和經營策略以維持市場競爭力，一方面持續優化市場佈局及內部管理，並縮減非必要營

運及人力資源開支以降低集團的經營成本，另一方面有序推進集團新產能佈局，加速實

現整合併精簡在華南地區運營的計劃，務求在市況復甦時能迅速作出反應，配合集團的

健康發展。詳情載於「業務概况及前瞻」。 

 

中期股息 

為保留資源以供集團發展之用，董事會決定不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業務概況及前瞻 

香港╱中國內地業務 

概覽 

 

回顧期內，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全球範圍內眾多企業的經營活動帶來嚴峻考驗，雖然集

團於行業中最早落實復工復產，但歐美主要經濟體因疫情持續擴散不間斷實施封城鎖

國、出入境限制等措施對供應鏈、物流及零售等經濟環節帶來巨大衝擊，需求放緩及經

濟減速使客戶採取審慎、保守訂單策略。然而，集團管理層於疫情爆發之初，已採取及

時果斷措施與客戶處理好履約及快速調整總體訂單管理計劃，同時審慎為產品定價，因

此在收入放緩的情況下邊際利潤不致受到太大負面的影響。 

 

與此同時，集團正積極推動內部作業流程優化、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升級改造，自動化及

「阿米巴經營」項目全面推廣等使人員效率持續提升，加上供應鏈平台佈局逐步完善有

效降低原材料成本，集團韶關廠區、廣州廠區持續體現成本效益、貢獻附加值，深圳廠

區若撇除一次性業務轉移開支也錄得盈利。整體而言，華南業務收入下降但盈利得到改

善。 

 



 

華東業務錄得虧損，部份外銷客戶基於疲弱的市場狀態延遲業務推廣，影響當區營運管

理。東南亞業務虧損增加，該地區受制於疫情因素復工相對大中華廠區遲 2 至 3 個月，

並需承擔部份停運成本，影響東南亞業務的邊際利潤。  

 

為應對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及新冠疫情帶來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集團加速推進大中華

地區的業務及資源整合，繼續加大韶關廠區新廠房、印刷及自動化設備、人才等各方面

投資，大幅提升該生產基地的產品交付能力和行業競爭力，新廠區預計於二零二一年上

旬投產，完善集團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佈局，保障集團經營穩健發展。 

 

華南業務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集團華南業務保持穩定溢利。持續的國際地緣

政治關係緊張及新冠疫情蔓延的因素影響下，消費市場恢復進程缓慢，除兒童圖書外，

部份行業訂單如賀卡及傳統包裝等均收縮。華南三廠積極應對外部形勢變化，於期內努

力不懈推動工作流程設計創新、多維度自動化開發和推廣、新服務、新材料、新工藝應

用、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升级等措施以提高經營效益，抵銷經濟疲弱導致需求減少對盈利

的影響。 

 

此外，集團正加快整合華南廠區資源，提升韶關廠的產能，為疫後新經濟做好準備。韶

關現代化廠房項目進展理想，預計於二零二一/二二年新財政年度投產，打造新的業績

增長點。 

 

集團創新設計的環保產品品牌 TEAM GREEN®業務上半年銷量因零售市道疲弱下降，

期內積極開拓新產品系列及加強品牌宣傳，如於銅鑼灣、又一城 LOG-ON 設立 TEAM 

GREEN® Puzzle Museum、參加第 19 屆 2020 中國(上海)玩具展及聯同國際知名連鎖店品

牌推出不同形式節日的音樂盒等。 

 

 



華東業務 

回顧期內，華東業務收入下降並錄得虧損。歐美主要消費市場處於停擺狀態使賀卡及科

技類產品收入減少，管理團隊迅速調整市場結構，加大中國內地市場開發力度，並深入

挖掘現有大客戶的市場潛力，拓展化妝品、文化用品、家居用品等行業客戶，促進內銷

業務錄得增長。 另一方面加大投入智慧化、資訊化製造平台的建設，比如印刷品點珠

項目自動化改造技術全面領先同行，六軸機器人應用於各材料配送工序、手動燙金機自

動續紙設備技術升級改造等均提升效率的同時降低人力操作的疲勞度。期內蘇州市政府

蒞臨參觀蘇州綠團家飾有限公司，對 TEAM GREEN®品牌大中華地區業務發展給予讚

賞。 

 

東南亞業務 

東南亞業務於期內收入下跌及錄得虧損。基於疫情因素新加坡封城、馬來西亞實施行動

管制等推遲了東南亞廠區的復工計劃， 業務活動中斷以及客戶消費情緒減弱對集團的

地域多元化策略帶來考驗。儘管面對營運上的種種挑戰，管理團隊克盡己任，與客戶保

持緊密溝通處理好訂單執行計劃，並已與若干來自不同行業的著名國際品牌落實合作方

針，為下半年業務增長做好前期工作。 

 

未來展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二零二零年十月發布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計

二零二零年全球經濟仍將深度衰退-4.4%，二零二一年則增長 5.2%。儘管全球經濟正在

恢復，但很可能要經歷一個漫長、坎坷且充滿不確定的過程。面對復甦前景不明朗，管

理層正積極採納眾多措施開源節流，著力服務好現有優質客戶的同時，持續加大力度開

拓國內外市場，配合國家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方針，保持積極態度、努力為公司和股

東創造價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包括業務經營帶來的現金收入及中港兩地銀行界提供的信貸融

資。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及短期銀行存款共約三億三千

萬港元。 



 

回顧期內，集團的利息支出約為二百二十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為四百八十萬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集團營運資金錄得約二千萬港元盈餘，而二零一九年九月三

十日則有約一億三千七百萬港元盈餘。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為

淨現金狀況。集團會繼續採取審慎的理財策略，確保資金狀況維持穩健。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賬面淨值約一千二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九月三

十日：二千三百萬港元）之資產已按予銀行作為後者授予本集團貸款之抵押。 

 

按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一日貸方及星光印刷（深圳）有限公司（「星光深圳」）簽訂的

貸款協議，星光深圳已將其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約為二千九百萬港元的所

有土地使用權及樓宇，抵押給貸方作為借予星光深圳貸款的抵押。 

 

匯兌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以港元、美元、人民幣、馬來西亞元、新加坡元或歐

元結算。香港現行之聯繫匯率制度令美元／港元匯率相對穩定。而集團現有以人民幣結

算之銷售收益，有助減低集團內地附屬公司以人民幣結算之經營費用所承擔之貨幣風

險。至於涉及歐元之交易額，主要為集團購買機器付出。 



 

人力資源發展 

 

集團現僱用約三千八百名員工。集團與員工一直保持良好關係，除為員工提供合理薪酬

和獎勵外，並實施各項員工技能培訓計劃。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可選擇部分對集團有

貢獻的員工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授予購股權。

集團致力為員工提供各項持續性的培訓及人才發展計劃。集團將繼續研究與中國內地的

大學和海外的教育機構合作，開辦其他專業實用技術課程。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之所有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議本集

團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商討審計、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及財務滙報事項，包括

審議此等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的職責為向董事會建議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酬金政策。薪酬委員會由本

公司之所有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本公司董事會主席、一位非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提名委

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定期檢討董事會之架構、人數及組成及就任何擬作出的變動向董事

會提出建議。 



 

買賣或購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除下文所述偏離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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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 A.2.1 條規定應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

司並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林光如先生目前兼任該兩個職位。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兼

任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可讓本公司更有效及有效率發展長遠業務策略以及執行業務

計劃。董事會相信，董事會由經驗豐富的優秀人才組成，加上相當成員均為非執行董事，

故足以確保有關權力及職權能充分平衡。  

 

守則條文第A.2.7條規定，主席應至少每年與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一次無其他董事列席

之會議。由於本公司主席林光如先生亦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故本守則條文並不適用。 

 

守則條文第 A.4.1 條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本公司之非

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特定任期委任，惟根據本公司的細則，彼等須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 

 

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及對股東的

意見有公正的瞭解。郭琳廣，銀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楊翠女士，因其需出席較早前承

諾之商業事務，所以未能出席本公司於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十

九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及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全體董事均已確認，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彼等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內有關董事買賣證券的準則及行為準則。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業績報告  

 

此中期業績公佈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kexnews.hk「最新上

市公司公告」一欄及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hkstarlite.com 覽閱。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將寄交股東，並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星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光如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 : 林光如先生、田誠先生及潘國政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

楊翠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裕光先生、郭琳廣, 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譚競正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