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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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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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香港食品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

績如下：  

 

 

HONG KONG FOOD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香 港 食 品 投 資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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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63,983 76,831 

銷售成本  (56,279) (68,949) 

    

毛利  7,704 7,88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2,091 2,449 

銷售及分銷費用  (4,327) (5,478) 

行政開支  (8,354) (11,645) 

融資成本 4 (515) (99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9,001 5,663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5,600 (2,126) 

    

所得稅 6 – – 

    

期內溢利／(虧損)  5,600 (2,126)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所有者 5,459 (2,160) 

 非控股權益 141 34 

     

  5,600 (2,126)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及攤薄 7 2.10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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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虧損) 5,600 (2,12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將於往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虧損)，除稅後 10,401 (16,435)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297 (8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除稅後 10,698 (16,517) 

   

期內總全面收益／(虧損) 16,298 (18,643)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所有者 16,157 (18,677) 

 非控股權益 141 34 

    

  16,298 (1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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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475 28,440 

使用權資產  16,561 18,34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8 417,600 406,093 

預付款項及訂金  1,406 1,406 

商譽  2,103 2,103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入賬的金融資產  1,300 1,300 

非流動資產總值  466,445 457,689 

      流動資產    

存貨  30,913 27,450 

應收貿易賬款 9 10,536 9,970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49 1,283 

應收聯營公司  152 235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入賬的金融資產  7,188 6,106 

可收回稅項  41 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9,888 154,389 

流動資產總值  209,567 199,47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7,414 4,6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4,324 4,416 

應付聯營公司  116 144 

應付非控股股東  1,471 3,128 

應付稅項  – 5 

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  22,922 20,469 

租賃負債  5,541 4,846 

流動負債總值  41,788 37,702 

      
流動資產淨額  167,779 161,7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34,224 619,461 

     
非流動負債    

應計負債  100 100 

租賃負債  12,302 14,631 

    非流動負債總值  12,402 14,731 

    
資產淨額  621,822 604,730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所有者的權益    

股本  117,095 117,095 

儲備  500,335 484,584 
      617,430 601,679 

    
非控股權益  4,392 3,051 

    
權益總值  621,822 60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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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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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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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截至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內的有關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只作比較用途，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年度之法定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有關資料數據是來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436 條
須予披露之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香港公司條例第 662(3)條和附表 6 第 3 部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提交報告。報告
中核數師並無保留意見；亦無在無保留意見的情況下，附加說明段落，強調須予注意事項；
及並無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3)條載有陳述。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若干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必須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  重大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之修訂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載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

報告金額及╱或所作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6

2.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而劃分業務單位，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有以
下兩個須予報告之經營分部： 
 
(a)   貿易分部為在香港從事冷凍肉類、海鮮及蔬菜貿易；及 

 

(b) 「其他」分部包括經營餐廳、推廣肉類產品、傳訊和廣告設計以及投資控股。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之經營分部業績，以決定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分部表現根據須予報

告分部溢利／虧損評估，而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之計算方式為經調整之除稅前溢利／虧

損。經調整之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算方法與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一致，惟銀行利息

收入、股息收入及其他未分配虧損、非租賃相關之融資成本、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以

及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則不撥入該項計算中。 

 

分部資產不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投資、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此乃

由於該等資產作為整體資產進行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遞延稅項負債及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此乃由於該等負債作為整體負債進

行管理。 

 
 各分部間之銷售及轉讓乃經參考與第三方交易時之售價，按當時現行市價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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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續) 

 貿易  其他  總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56,563 68,785 7,420 8,046 63,983 76,831 

內部銷售 657 391 122  187 779 578 

       

 57,220  69,176  7,542  8,233  64,762  77,409 

對賬：       

內部銷售抵銷     (779) (578) 

       

     63,983 76,831 

       
分部業績 (447) (4,570) (362) (1,079) (809) (5,649)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905 1,288 

股息收入及其他       

未分配虧損     (466) 264 

融資成本       

（租賃負債之利息除外）     (219) (63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       

虧損     9,001 5,663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2,812) (3,060) 

       

除稅前溢利／(虧損)     5,60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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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續） 

 

 貿易  其他  總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188,566 184,576  27,346 27,642  215,912 212,218 

    

對賬：    

內部應收款項抵銷   (137) (59)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417,600  406,093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    

 資產   42,637 38,911 

    

資產總值   676,012  657,163  

    
分部負債 34,942  30,388  9,832  10,891  44,774 41,279  

    

對賬：    

內部應付款項抵銷   (137) (59)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    

負債   9,553 11,213  

    

負債總值   54,190  5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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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指除去退貨及貿易折扣後售出貨品之發票價值。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之分析如

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之分列   

銷售貨品 56,563 68,785 

其他 7,420 8,046 

   

 63,983 76,831 

   

收入確認時間   

於時間點確認 63,983 76,831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905 1,288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入賬的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268 508 

總租金收入 927 742 

雜項收入 1 21 

   

 2,101 2,559 

   

收益／(虧損)，淨額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入賬的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734) (244) 

匯兌差異， 淨 額  724 134 

   

 (10) (110) 

   

 2,091 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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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及信託收據貸款利息 219 632

租賃負債之利息 296 365

  

 515 997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56,279 68,949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折舊 1,217 1,167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2,709  2,726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付款 3,117  4,791 

政府補貼( 附 註 ) (1,474 ) –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  2,047 

    

 

附註： 

 

政府補貼主要為香港政府「保就業」計劃下所授出的補助，旨在保留就業並對抗 2019 冠狀病

毒病。該等補貼並無未達成條件或或然事項。期內，政府補貼 488,000 港元及 986,000 港元

分別包括於簡明綜合損益表之「銷售及分銷費用」及「行政開支」內。 

 

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任何源自香港及其他地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利得稅作出
撥備 ( 二零一九年：無 ) 。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共 3,509,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4,313,000 港元）已包括於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損益表之「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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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溢利／(虧損)，及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計算。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基準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所使用    

   之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溢利／(虧損) 5,459  (2,160) 

  

 股份數目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259,586,000  259,586,000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無具潛在攤薄潛力之已發行普

通股，因此並無就攤薄事項對該等期內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作出調整。 

 

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四洲集團有限公司（「四洲集團」）之間接全資擁

有的附屬公司四洲（日本）控股有限公司（「四洲日本」）收購購股權股份，相當於宮田控股株

式會社（「宮田」）已發行股本額外 55%，現金代價約為 71 港元。於完成收購購股權股份後，

四洲日本於宮田之股權由 15%增至 70%，而宮田已成為四洲日本及四洲集團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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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續） 

 

按臨時評估計算，於收購日宮田的可識別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詳情如下︰ 

 

   臨時公平值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7,986 

投資物業   22,699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509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    10,293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入賬的金融資產    1,168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196 

遞延稅項資產   19,574 

其他無形資產   68,687 

存貨   82,133 

應收貿易賬款   337,151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5,631 

已抵押銀行存款    54,93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95,235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320,282) 

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    (655,755) 

租賃負債   (25,543) 

股東借款   (122,502)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入賬的金融負債    (601) 

應付稅項   (2,724) 

界定福利承擔   (8,261) 

遞延稅項負債   (30,024) 

    

可識別負債淨值之公平值總值    (122,491) 

非控股權益   36,748 

    

   (85,743) 

收購產生的商譽    85,744 

    

以現金結算的收購代價    1

 
  

 

因收購產生的臨時商譽 85,744,000 港元主要來自宮田株式會社（宮田之主要附屬公司）的產品

與本集團之聯營公司融合所創造協同效益而帶來的利益。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企業合
併，於收購日所產生的商譽，所購入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的計量將自收購日起計一年內最

後確定。臨時金額的任何調整（如必要）將於本集團之聯營公司的下一份綜合財務報表，及亦

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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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賬期以信貸為主，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先付款。信貸期一般為一至三個

月。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之應收

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 個月內 8,208 6,103

1 至 2 個月 2,126 3,400

2 個月以上 202 467

  

 10,536 9,970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發票日期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 個月內 7,414 4,694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及一般按 30 日 至 60 日期限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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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 63,983,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

76,831,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 16.7%。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所有者錄得溢利約

5,459,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虧損約 2,160,000 港元）。 比對上年同期業績轉虧為盈，主

要由於本集團上半年營運成本及一般和行政開支減少；及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增長所致。 

 

凍肉貿易 

回顧期內，整體貿易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 17.3%。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

疫情持續，政府在防疫措施下嚴厲管制食肆入座用餐人數及營業時間，因而嚴重打擊了日

常社交和用膳活動，削弱本地消費者外出用餐的意慾。另外，政府亦實施管制海外人士入

境的措施，嚴重打擊入境旅客數字，特別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旅客，導致海外旅客餐飲消費

銳減及傳統冷凍肉類銷售量下降。然而，受到外遊限制的影響，本地愛好高級日本和牛的

消費者轉為於本地消費，令日本和牛銷售保持平穩，從而抵銷部份因 COVID-19 疫情爆發

所帶來之負面衝擊。 

 

另一方面，隨著非洲豬瘟持續的影響，並受到 COVID-19 疫情爆發的考驗，國內對外地進

口的冷凍豬肉需求仍處於高水平，導致香港的進口冷凍豬肉供應量維持較低水平。雖然處

於消費意慾低迷及市場價格競爭激烈的營商環境，期內集團透過採取審慎購貨及優化產品

組合的策略，令毛利率有所改善。 

 

其他食品及食品相關業務 

本集團與日本公司 Kamichiku Holdings Co., Ltd.合資的餐廳 Beefar’s，位處於尖沙咀，位置

優越並屬香港最繁忙的商業和旅遊區之一。Beefar’s 以日式燒肉為主題，獨家供應的高品

質日本和牛品牌「薩摩牛」，一直深受日本和牛愛好者的追捧。 

 

在二零二零年初起實施之社交距離措施令堂食顧客流量減少，本集團積極推展外賣及外送

業務，配合網上媒體宣傳及營銷活動，開拓新銷售渠道推高銷售額，彌補措施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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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續) 

食品業務投資 

 

本集團繼續持有四洲集團有限公司(「四洲集團」) 之股份權益約 29.98％作為對食品業務

的策略性投資。期內，雖然受 COVID-19 疫情持續影響，餐飲及零售業務面對嚴峻挑戰，

但四洲集團憑藉多元化的業務策略和部署得宜的銷售推廣，在超級市場銷情理想，令食品

代理及製造業務錄得穩健增長。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應佔聯營公司溢利為

9,001,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5,663,000 港元）。 

 

展望 

面對持續緊張的中美關系，COVID-19 及嚴峻的海外冷凍肉類供應緊張之挑戰，管理層將

繼續密切關注形勢發展，透過採購、銷售和成本控制方面實施審慎的策略。針對潛在影響，

本集團將採取措施包括鞏固與海外供應商的關係，擴大貿易產品範圍，加深在日本的採購

來源並增加從其他肉類生產國的採購比例。 

 

本集團投資的四洲集團，期內完成累計收購日本著名零食及糖果經銷商宮田控股株式會社

（「宮田」）的 70%股權，成功為四洲集團開創另一增長板塊，拓展更多商機，維持食品市

場領導者地位。透過與宮田的股權併購，有助結合雙方專長及優勢，帶來跨品牌及銷售的

協同效益，鞏固四洲集團在資本、管理資源、在香港糖果零售和分銷業的市場領導地位。

該併購亦有助加強四洲集團銷售能力及壯大客戶群，籍著香港及內地消費者對優質食品需

求殷切，將日本頂級糖果產品引進香港及中國的糖果及食品分銷市場。同時，透過宮田進

軍日本消費市場，擴大四洲集團於食品分銷產業的投資及佈局，創造一個獨一無二，涵蓋

中、港、日的食品銷售平台。預期四洲集團將為本集團持續帶來收益。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流動現金及主要往來銀行授出之信貸作為業務之融資。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銀行信貸額共 220,000,000 港元，其中 10%經已動用。本集團於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與負債比率為 4%，亦即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總額與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所有者之比例。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以港元為結算貨幣，並主要為根據當

時通行市場息率之信託收據貸款（「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之須繳付

利息之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

值項目為 159,888,000 港元。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而本集團之資產並

無作任何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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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聘用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之聘用員工總數為 40 人。僱員薪酬一般參考市場條款及

個別資歷而釐定。薪金及工資一般按表現及其他相關因素而作每年檢討。 

 

本公司上市證券之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及管理層承諾維持良好之企業管治，著重於對全體股東之透明度、問責性及獨立性

之原則。本公司相信，良好企業管治對達致持續增長及提高股東回報實為重要。本公司參

考企業管治之最新發展定期審閱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管守則」）之原則，

並加以遵守其中大部份條文，惟以下偏離事項除外： 

 

守則條文第 A.4.1 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 A.4.1 條，非執行董事應有特定委任期，並須膺選連任。 

 

現時，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

於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

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不低於企管守則有關規定。 

 

守則條文第 A.4.2 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 A.4.2 條，所有獲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應於獲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

會上由股東選舉。每名董事（包括有特定委任期者）應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任何獲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將留任至下屆股東周年大會，其後

將合資格膺選連任。董事會認為，由於鮮有出現臨時空缺，加上委任人選填補臨時空缺與

緊隨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相隔時間甚短，故有關偏離事項不屬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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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本公司操守守則（「操守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

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們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

守操守守則所規定之交易標準。 

 

本公司亦按可能擁有本公司內幕消息之僱員進行不遜於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之條款訂定

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守則（「僱員守則」）。據本公司所知，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僱員未有遵守僱員守則之情況。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1)條所作出之董事資料更新 

 

自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度報告發佈以後，本公司董事之資料變動詳情載列如下： 

 

(1) 戴溍良先生退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彼亦不再出任董事會副主席，自二零二零年八月三

十一日股東周年大會（「二零二零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後生效。 

 

(2) 陳棋昌先生退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亦不再出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

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成員，自二零二零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後生效。 

 

(3) 黃仲賢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

委員會之成員，自二零二零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後生效。 

 

(4)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榮才先生已由審核委員會成員調任為該會主席，自二零二零

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後生效。 

 

除上述所披露外，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1)條，並無其他信息需要披露。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包括全部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計為張榮才先生（審核委員會主

席）、藍義方先生及黃仲賢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已與管理層討論有關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

及準則、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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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的公佈 

本公告已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之網站

www.hongkongfoodinvestment.com.hk 內。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資料）將

於適時寄發予股東，並登載於以上網站。 

 

鳴謝 

董事會向一直全力支持本集團的各股東、業務夥伴及員工致以衷心謝意。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戴德豐先生、文永祥先生、戴進傑先生及謝少雲先生；
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藍義方先生、張榮才先生及黃仲賢先生。 

 

代表董事會 

香港食品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戴德豐 GBM  GBS  SBS 太平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