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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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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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93）

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9月30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收入 64,129 90,949 -29.5%

毛利 36,692 68,182 -46.2%

期內（虧損）╱溢利 (12,214) 70 -17,548.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11,495 (107,875) -110.7%

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及攤薄（港仙） (1.03)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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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上一期間之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64,129 90,949

銷售成本 (27,437) (22,767)  

毛利 36,692 68,182

其他收入 5 2,936 1,080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296) (3,717)

銷售及分銷開支 (6,577) (13,112)

行政開支 (40,167) (47,133)

融資成本 7 (4,553) (2,944)  

除稅前（虧損）╱溢利 (11,965) 2,356

所得稅開支 8 (249) (2,286)  

期內（虧損）╱溢利 9 (12,214) 70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就權益工具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公平值收益╱（虧損） 5,806 (96,916)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外國業務之匯兌差額 5,689 (1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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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11,495 (107,875)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719) (107,805)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11,278) 8,046
– 非控股權益 (936) (7,976)  

(12,214) 70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282 (97,812)
– 非控股權益 (1,001) (9,993)  

(719) (107,805)  

每股（虧損）╱盈利 11
 基本（港仙） (1.03) 0.74  

 攤薄（港仙） (1.03)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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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9月30日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5,436 231,528

使用權資產 246,883 250,968

投資物業 12,257 11,76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721 5,589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 40,78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12 27,141 21,336

遞延稅項資產 122 122  

627,560 562,098  

流動資產

存貨 18,917 10,69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5,030 44,08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219 2,657

可退還稅款 2,669 2,84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655 12,428  

53,490 72,707  

資產總值 681,050 63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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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9,283 26,175

合約負債 1,423 9,416

銀行借款 83,718 68,059

租賃負債 2,535 2,612

即期稅項負債 1,008 967  

107,967 107,229  

流動負債淨值 (54,477) (34,52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73,083 527,57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229,936 182,517

租賃負債 6,717 7,994  

236,653 190,511  

資產淨值 336,430 337,06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9,180 109,180

儲備 223,553 223,18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32,733 332,367

非控股權益 3,697 4,698  

權益總額 336,430 33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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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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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列賬。

除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及應用與本集團相關之若
干會計政策造成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
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報者
相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2020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提述之修訂本及以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本，以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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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提述之修訂本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重大之定義」修訂本之影響

該等修訂本對重大提供一個新定義，說明「倘忽略、錯誤說明或模糊某資料，可合理地預期
影響提供某一特定申報實體財務資料之通用財務報表主要用家基於該等財務報表所作之
決定，該等資料即屬重大」。該等修訂本亦釐清就整體財務報表而言，重大性取決於資料之
性質或幅度（單獨或與其他資料結合使用）。

於本期間應用該等修訂本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應用修訂本之呈報及披露之變更
（如有），將於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 6 –



應用與本集團相關之若干會計政策

此外，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以下與本集團相關之會計政策。

政府補貼

當能夠合理保證本集團符合補貼的附帶條件，且會獲授補貼時，方會確認政府補貼。 

政府補貼在各期間於損益內有系統地確認時，本集團將擬補償的補貼的相關成本確認為開支。

政府補貼與作為已產生費用或損失的補償，或為了向本集團提供即時財務支援的應收收入
有關，不在應收收入期間於損益內確認未來相關成本。有關補貼於「其他收入」項下呈列。

3. 客戶合約收入

收入分拆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產品開發

分部

品牌開發及

管理分部

貨品買賣

分部 健康分部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保健產品銷售 45,324 – – 280 45,604

個人護理產品銷售 16,392 1,107 – – 17,499

家居產品銷售 758 134 – – 892

保健服務 – – – 134 134     

合計 62,474 1,241 – 414 64,129     

市場地域

香港 38,062 1,241 – 414 39,717

中國 24,412 – – – 24,412     

合計 62,474 1,241 – 414 64,129     

確認收入之時間

某時間點 62,474 1,241 – 414 6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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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產品開發

分部
品牌開發及
管理分部

貨品買賣
分部 健康分部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保健產品銷售 86,663 – – 329 86,992

個人護理產品銷售 741 1,549 – – 2,290

家居產品銷售 191 482 – – 673

保健服務 – – – 994 994     

合計 87,595 2,031 – 1,323 90,949     

市場地域

香港 59,339 2,031 – 329 61,699

中國 28,256 – – 994 29,250     

合計 87,595 2,031 – 1,323 90,949     

確認收入之時間

某時間點 87,595 2,031 – 1,323 9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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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下列為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對本集團收入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產品

開發分部

品牌

開發及

管理分部

貨品

買賣分部 健康分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62,474 1,241 – 414 64,129     

分部溢利╱（虧損） (3,259) 480 – (1,887) (4,666)    

利息收入 5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
 資產所產生之虧損 (151)

未分配開支 (2,649)

融資成本 (4,553) 

除稅前虧損 (11,965)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產品
開發分部

品牌
開發及

管理分部
貨品

買賣分部 健康分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87,595 2,031 – 1,323 90,949     

分部溢利╱（虧損） 23,337 (138) – (13,475) 9,724    

利息收入 54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
 資產所產生之虧損 (1,302)

未分配開支 (3,668)

融資成本 (2,944) 

除稅前溢利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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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54 546

租金收入 107 300

政府補貼 2,531 –

其他 244 234  

2,936 1,080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所產生之虧損 (151) (1,30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2,248)

匯兌虧損淨額 (145) (167)  

(296) (3,717)  

7.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4,327 2,549

租賃負債利息 226 395  

4,553 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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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237 2,238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 48  

249 2,286  

於2018年3月21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 7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引
入利得稅率兩級制。條例草案於2018年3月28日簽署成為法律，並於翌日刊憲。根據利得
稅率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 2百萬港元之溢利將按稅率 8.25%課稅，而超過 2百萬港元
之溢利將按稅率16.5%課稅。不符合利得稅率兩級制之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統一稅率
16.5%課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
公司於本期間之稅率為25%。

9. 期內（虧損）╱溢利

期內（虧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926 10,860

使用權資產折舊 5,866 3,714  

10. 股息

於中期期間，本公司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2019年：零）。董事已決定不就中
期期間派付任何股息（2019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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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得出：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11,278) 8,046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91,796,000 1,093,681,246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 購股權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91,796,000 1,093,681,246  

計算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本公司之購股權獲行使，原因
為假設行使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計算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之購股權獲行使，原
因為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期內股份之平均市價。

1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的股本證券 27,141 21,336  

上 述 於2020年9月30日 之 香 港 上 市 股 本 證 券 包 括 本 集 團 於 豐 盛 之 投 資，賬 面 值 為 約
20,784,000港元。該投資相當於持有豐盛約0.6%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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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857 17,507

減：信貸虧損撥備 (1,196) (1,196)  

2,661 16,311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 2,481

其他開支預付款項 3,593 2,248

其他按金（主要包括租金及樓宇管理費按金） 1,237 1,856

可收回增值稅 7,202 18,963

其他應收款項 337 2,222  

15,030 44,081  

本集團向大部分客戶的銷售以貨銀兩訖方式進行，而本集團一般授予交易記錄良好的若干
主要貿易客戶60天的平均信貸期，若干情況下亦享有15天寬限期。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663 5,062

31至60天 153 8,668

61至90天 967 2,410

超過90天 878 171  

2,661 1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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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7,573 14,386

應計費用（主要包括薪金及廣告開支） 11,710 11,789  

19,283 26,175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3,438 12,468

31至60天 1,920 1,309

61至90天 84 –

超過90天 2,131 609  

7,573 1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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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

本集團主要從事主要面向兒童保健產品的營銷、銷售及製造，其中「衍生」為長
期享有聲譽的知名品牌。本集團繼續透過電子平台擴展電子商貿業務，以迎合
消費趨勢。為利用現有資源以增加利潤，本集團亦銷售知名品牌的護膚、個人護
理及纖體產品。婦嬰中醫保健以及診斷及治療服務項目亦正在開展。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入約為 64.1百萬港元，較 2019年同期的約 90.9百萬港元減
少約29.5%。根據其擁有權、特許權及所提供服務，本集團業務分部分為四類。
於本期間，產品開發分部（銷售毛利率較高的本集團自家品牌產品）仍為本集團
最大業務分部，為本集團貢獻約 97.5%（2019年：96.3%）之收入。另一方面，來自
品牌開發及管理分部之收入貢獻佔比總收入則由 2019年同期之約 2.2%下降至本
期間之約1.9%。本期間並無產生貨品買賣分部收入（2019年：無）。處於啟動階段
的健康分部僅佔本期間總收入約0.6%（2019年：1.5%）。

本集團的業務運營主要位於香港，惟委任分銷商在中國及澳門分銷產品。本期
間源自香港市場之收入錄得約39.7百萬港元（2019年：61.7百萬港元），佔本期間
總收入之約 61.9%（2019年：67.8%）。另一方面，本期間源自中國市場之收入錄得
約24.4百萬港元（2019年：29.3百萬港元），佔本期間總收入之約 38.1%（2019年：
32.2%）。香港產生的銷售收入減少是由於香港爆發2019冠狀病毒疫情導致中國
遊客減少。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統計資料，自 2020年1月至9月，中國遊客的
數量較2019年同期減少92.7%。中國銷售產生的收入有所減少，乃同樣由於爆發
2019冠狀病毒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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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開發分部

於產品開發分部，本集團以自家品牌（主要為「衍生」、「太和堂」、「雙龍」及「殺菌
王」）開發及銷售保健產品、個人護理產品及家居產品。本集團於 2004年開始主要
為其健康補充品開發「衍生」品牌，及於2012年主要為其中藥類別開發「太和堂」。
為進一步增強本集團自家品牌的品牌知名度，本集團於2020年推出多項產品，包
括但不限於「衍生開胃樂兒童益生菌沖劑」、「衍生小兒枇杷橘紅蜜」及「衍生小兒
開胃樂十味佛手露」。

於本期間，此分部的收入約為 62.5百萬港元，較 2019年同期約 87.6百萬港元下降
約28.7%。於本期間，此分部的虧損約為3.3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下降約26.6

百萬港元或約 114%，此乃主要由於相比 2019年同期，2019冠狀病毒疫情對香港
及中國銷售收入造成影響所致。於本期間，此分部的負利潤率約為 5.2%，而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利潤率約為26.6%。

品牌開發及管理分部

本集團自1999年起為品牌擁有人（其主要為產品之製造商及品牌擁有人）就彼等
主要於香港巿場之個人護理產品管理及開發若干品牌，歷年取得佳績。本集團
與各品牌擁有人訂立獨家分銷協議，並為彼等之品牌產品提供一站式市場推廣、
銷售及分銷、物流及交付服務。

本集團為品牌擁有人管理及開發之產品中，主要品牌為「滋源」、「芭菲」、「花世
界」、「滋采」及「閃新」。於本期間，此分部之收入約為1.2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
期約2.0百萬港元減少約38.9%。收入減少乃主要由於為增強本集團自家品牌產品
的品牌形象，本期間本集團管理層的重心轉移至產品開發分部。於本期間，此分
部錄得溢利約0.5百萬港元，而於2019年同期則錄得虧損約13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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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買賣分部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自指定經銷商及海外供應商採購的優質產品。此分部
中利潤率較低的產品將逐步淘汰，以將更多資源投入預期產生較高利潤率的產
品開發分部。

此分部於本期間及於2019年同期並無產生收入及溢利，原因是本期間本集團管
理層的重心放在產品開發分部。

健康分部

健康分部透過設立由婦嬰中醫保健專科的資深中醫師提供醫療及諮詢服務的診
所，在香港及中國向婦嬰提供不同類型的保健相關服務及產品。

於本期間，此分部的收入約為414,000港元，較 2019年同期約1.3百萬港元減少約
68.7%。由於期內於南京的若干營運附屬公司停止業務，故此分部於本期間的虧
損約為1.89百萬港元，而2019年同期為虧損約13.5百萬港元。

人力資源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合共有 314名員工。僱員之薪酬包括固定薪金及銷售績
效佣金。本集團為每年對其僱員進行評估，已制訂一項績效評估系統，據此進行
薪金檢討及作出晉升決定。此項評估讓本集團得以評估各個員工並可提供有效
培訓。本集團認為僱員乃重要資產及對業務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 17 –



展望

本集團相信香港市場仍可為其業務擴展提供一個穩健的平台。本集團繼續開發
新產品以豐富健康補充品之組合，增強作為健康補充品專門提供商的品牌形象。
本集團將確保其產品組合僅保留具有高銷量潛力的產品。與此同時，本集團亦
將聚焦中國之市場發展，尤其是兒童健康補充品市場。本集團相信此市場將從
中國出台的「二孩」政策中受益匪淺。為把握此機遇，本集團將繼續透過增聘分
銷商（特別中國國內的分銷商及銷售渠道）擴展其分銷網絡並投入更多資源提升
企業形象，藉以擴大客戶基礎。

本集團已就其未來業務發展擬訂以下策略，以謹慎執行有關政策同時為股東創
造價值：

(a) 不斷提高本集團自家品牌之品牌知名度

本集團將「衍生」品牌發展成香港著名品牌是透過有效的針對性廣告計劃，
強調產品安全和質量為定位。

本集團繼續專注於及運用其多渠道市場推廣及多元化產品組合之品牌策略。
本集團已採納以市場為導向的研究及產品開發策略，以滿足不斷演變的客
戶需求及需要，並實現快速增長。本集團來年的新產品開發計劃將專注於
針對香港及中國之婦嬰健康補充品開發更多產品。

(b) 擴充本集團製造業務

本集團計劃提高其自家品牌產品的生產效率，以把握未來機遇。本集團於
中國廣東省雲浮市興建健康補充品之生產廠房，以減少自家而並非原始備
廠家（「OEM」）對外部供應商生產的產品成本，並提高其自家品牌保健產品
效率以及對自家品牌保健產品實施更嚴格之質量控制。生產廠房已於 2020

年4月30日建成並已於2020年 9月19日開始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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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擴大自家品牌產品之電子商務

本集團將繼續升級其電子商務平台，專注於網上向客戶，尤其是該等可網
上下單並願意享用派送到家服務的中國客戶銷售「衍生」產品。由於網上購
物日益普及，尤其是中國市場，來自電子商務平台之收入佔本集團於本期
間總收入之約17.8百萬港元（2019年：8.9百萬港元）。本集團將繼續於線上平
台推出更多高質量健康補充品，擴充自家產品組合及市場規模。

財務回顧

收入

本期間本集團之收入約為 64.1百萬港元，較 2019年同期的 90.9百萬港元減少約
29.5%。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品牌開發及管理分部以及貨品買賣分部之產品銷售額
下降。

於本期間，來自產品開發分部的收入較2019年同期減少約25.1百萬港元，減幅約
為28.7%。來自品牌開發及管理分部的收入較 2019年同期減少約 0.8百萬港元，減
幅約38.9%。此分部收入減少乃由於本集團管理層將重心轉移至產品開發分部。

銷售成本

本集團之銷售成本由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22.8百萬港元增加20.5%

至本期間的約 27.4百萬港元。原因主要為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存貨撇減
約2.5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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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之毛利由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 68.2百萬港元減少約 46.2%至
本期間的約36.7百萬港元。本期間之毛利率由約75.0%減少至57.2%，此乃由於上
述產品開發分部的銷售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

本集團之其他收入由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1.1百萬港元增加至本期
間的約2.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獲取香港特區政府「保就業」計劃補貼約2.5百萬港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

本期間之其他收益及虧損錄得虧損約0.3百萬港元，而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錄得收益約3.7百萬港元。該變動乃由於相較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
期間之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之金融資產錄得公平值虧損減少約1.2百萬港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13.1百萬港元減少約49.8%

至本期間的約6.6百萬港元。有關變動乃由於媒體廣告開支（香港市場）及貿易推
廣開支有所減少。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 47.1百萬港元減少約 14.8%至本期
間的約40.2百萬港元。有關變動乃主要由於期內於南京的若干營運附屬公司停
止業務。

稅項

本集團之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2.3百萬港元減少至本
期間約 200,000港元。所得稅開支減少與本期間香港的應課稅溢利較截至 2019年9

月30日止六個月減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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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虧損）╱溢利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淨虧損約12.2百萬港元，而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則錄得純利約70,000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於本期間，本集團就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錄得公平值收益約5.8

百萬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本集團持有該等股本證券作中長期之用，其分別為兩項上市股本證券之投資，
以公平值入賬。

第一隻上市股本證券為 118,765,000股豐盛控股有限公司（「豐盛」，股份代號：
00607）股份。於本期間並無增持或出售豐盛股份。豐盛主要從事物業、旅遊、投
資及金融服務、健康及教育以及新能源業務。於2020年9月30日，該等股份的公
平值約為20.8百萬港元（2020年3月31日：14.3百萬港元），並於本期間已將公平值
收益約6.5百萬港元確認為其他全面收益，該等股份佔豐盛於2020年9月30日已發
行普通股的約 0.6%。該等股份的賬面值佔本集團於 2020年9月30日的總資產的約
3.1%。於本期間，概無於損益確認來自豐盛的股息收入（2020年：無）。

第二隻上市股本證券為 45,411,600股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生」，股
份代號：3332）股份。於本期間並無增持或出售南京中生股份。南京中生主要在
中國、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從事製造及銷售營養膳食補充劑及銷售預包裝保健食品。
於2020年9月30日，該等股份的公平值約為6.3百萬港元（2020年3月31日：7.1百萬
港元），並於本期間已將公平值虧損約0.7百萬港元確認為其他全面開支，該等股
份佔南京中生於2020年9月30日已發行普通股的約4.8%。於本期間，概無於損益
確認來自南京中生的股息收入（2020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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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投資策略發生變化或變現其現有證券投資的潛在機會出現，否則本集團將
繼續持有該等股本證券。本集團的目標為優化其股本證券的回報並為股東創造
價值。

存貨

本集團存貨由2020年3月31日的約10.7百萬港元增加約76.8%至2020年9月30日的
約18.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待分銷成品由 2020年3月31日的約8.7百萬港元增加約
43.7%至2020年9月30日的約12.5百萬港元。存貨週轉天數由截至2020年3月31日
止年度的 54.6天增加至本期間的98.5天。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由 2020年3月31日的約 16.3百萬港元減少約 83.7%至2020年
9月30日的約2.7百萬港元。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由截至 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
的35.1天減少至本期間的27.0天。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由 2020年3月31日的約 14.4百萬港元減少約 47.4%至2020年
9月30日的約7.6百萬港元。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由截至 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
的63.4天增加至本期間的73.0天。

流動資金、資產負債比率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該等結餘由2020年3月31日
之約 12.4百萬港元增加約17.9%至2020年9月30日之約14.7百萬港元。於2020年9月
30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約為 313.7百萬港元；未動用銀行融資額約為 97.2百萬港
元。於2020年9月30日，資產負債比率（債務總額除以權益總額）為1.0（2020年3月31日：
0.7）。於2020年9月30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額除以流動負債總額）為0.5（2020

年3月31日：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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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2020年9月30日，董事概不知悉存在任何重大事項可導致重大或然負債（2020

年3月31日：無）。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以銀行為受益人而予以質押的資產賬面值約為488.2百
萬港元（2020年3月31日：452.5百萬港元）。

資本承擔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擁有資本承擔（2020年3

月31日：38.2百萬港元）。

財務管理及政策

本集團持續採納審慎的財務及庫務政策。本集團之所有財務及庫務活動皆集中
管理及控制。本集團經仔細考慮整體流動資金風險、財務費用及匯率風險後執
行相關政策。執行董事負責識別、審閱、評估及分析本集團的投資機會。執行董
事亦定期監測本集團的現金狀況及資金需求。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重要投資

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進行重要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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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買賣或贖回股份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及贖回任何股份。

控股股東之特定履約責任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月15日之公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衍生行
有限公司（「衍生行」）（作為借款人）及本公司（作為擔保人）與一間銀行（作為貸款人）
訂立融資函件（「融資函件」），據此貸款人同意向衍生行提供非承諾分期貸款、非
承諾循環貸款融資及非承諾企業稅務貸款，總額最高為 19.9百萬港元，期限不超
過5年。

根據融資函件，本公司及衍生行已承諾確保本公司控股股東彭少衍先生（「彭先
生」）及關麗雯女士（「關女士」）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單一最大股權。
違反此特定履約責任將構成融資函件下的違約事件，屆時根據融資函件應支付
的所有應計利息及任何其他款項須立即到期應付。

於2020年7月24日，衍生行已償還融資函件項下之所有未償還款項，而其於融資
函件項下之責任已獲悉數解除。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制定良好企業管治常規
以提高問責性及營運之透明度，並不時加強內部監控制度，確保符合本公司股
東之期望。

除下文偏離者外，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
報告（「企管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並已遵守該等守
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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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責應分離且不應由同一人士
擔任。彭先生為本公司的主席兼行政總裁。鑒於彭先生為本集團共同創辦人之
一及自1996年以來一直經營與管理本集團，故董事會認為由彭先生兼任該兩個
職位可實現有效管理及業務發展，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因此，董事認為偏離
企管守則條文第A.2.1條就此情況而言屬恰當。

企管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均須出席股東
大會，以便對股東之觀點有公正之瞭解。非執行董事袁志平先生由於暫停職務
未能出席本公司於2020年9月29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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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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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守則。作為對本公司作出之特定查詢的
回應，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

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及詞語具以下的涵義。

「審核委員會」 指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衍生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 2010

年10月28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
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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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澳門」 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本期間」 指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衍生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彭少衍

香港，2020年11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彭少衍先生及關麗雯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黃慧玲女
士及袁志平先生（停職）；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智傑先生、李祿兆先生及鄧聲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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