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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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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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Education (Int’l) Investments Limited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2）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的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 本集團錄得收入約13,650,000港元，較2019年同期的約46,490,000港元減少約
70.63%。

– 本集團錄得溢利約3,720,000港元（2019年：虧損約35,320,000港元）。

於2020年12月31日：

– 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界定為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為7.77倍，而以總債
務除以總權益加上總債務（總債務指總負債減去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
應付股息（如有）之和）之和表示的資本負債比率為13.39%。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2019年：無）。



2

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2019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提供私人教育服務 11,316 44,516

– 貸款利息收入 2,335 1,969

4 13,651 46,48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5 17,281 1,577

員工成本 7 (12,240) (24,646)

導師承包費 (1,058) (8,487)

租賃付款 (341) (7,853)

市場推廣開支 (392) (2,071)

印刷費用 (486) (520)

折舊及攤銷 (4,423) (16,15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2,646) (9,395)

其他經營開支 (4,527) (12,599)

財務費用 6 (586) (1,383)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業績 (527) (298)

除稅前溢利（虧損） 7 3,706 (35,340)

所得稅抵免 8 16 16

期內溢利（虧損） 3,722 (3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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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時產生的匯兌差額 2 (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扣除所得稅 2 (6)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3,724 (35,330)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732 (35,321)

非控股權益 (10) (3)

3,722 (35,32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734 (35,327)

非控股權益 (10) (3)

3,724 (35,330)

每股盈利（虧損） 9

– 基本（港元） 0.01 (0.06)

– 攤薄（港元） 0.0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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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22 4,786
使用權資產 8,919 6,886
商譽 5,170 5,170
其他無形資產 – 99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 –
於一間合營公司的權益 2,598 3,32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12,429 12,429
非流動按金 1,874 1,902

34,312 34,597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5,505 12,779
其他應收貸款 – 12,000
應收貸款 12 58,355 36,250
即期稅項資產 – 72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794 79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45,691 48,54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327 5,437

128,672 115,879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 7,083 15,470
合約負債 3,519 5,790
租賃負債 4,890 4,247
即期稅項負債 – 25
應付關聯方款項 1,068 5,368
其他借款 14 – 7,816

16,560 38,716

流動資產淨值 112,112 77,16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6,424 11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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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8 104

租賃負債 4,701 3,044

長期服務金撥備 543 663

5,332 3,811

資產淨值 141,092 107,94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29,054 27,379

儲備 111,963 80,48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1,017 107,864

非控股權益 75 85

權益總額 141,092 107,949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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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1年1月26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2015年5月7日（百慕達時間）於百慕達存續為
一家獲豁免之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而其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3號國際交易中心
10樓1003A室。其股份自2011年7月4日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而其主要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私人教育服務、投資證券及借
貸業務。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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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

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除
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一致。此外，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有關於2020年1月1日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 COVID-19相關的租金寬減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的修訂
重大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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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修訂

對沖會計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2018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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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採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
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以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2

1 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尚待確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評估此等新準則、詮釋及修訂於首次應用期間預計將產生之影響。至今所得結論為，
採用此等新準則、詮釋及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及報告分部已根據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會計政策編製的內部管理報告基準
予以識別，有關報告由作為本集團的首席經營決策者（「首席經營決策者」）的執行董事定期審
閱以向分部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

本集團的經營已按於下文所述的三個經營分部予以組成。同樣地，向首席經營決策者報告的
資料亦已根據有關基準編製。在達致本集團可報告分部時，並無綜合首席經營決策者所識別
的經營分部。

具體而言，本集團的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如下：

• 提供私人教育服務 － 中學補習服務、小學輔導服務、展藝課程及應
試課程、特許經營收入、英語培訓及應試課程
以及舞蹈教學服務

• 投資證券 － 買賣證券

• 借貸 － 作為貸款人提供貸款

未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所載有關釐定可報告分部的量化標準的其他經營
分部則會合併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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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報告分部分類的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提供私人
教育服務 投資證券 借貸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1,316 – 2,335 – 13,651

分部業績 (1,817) (2,006) 2,089 – (1,734)

其他借款利息 (120)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業績 (527)
未分配公司收入 10,367
未分配公司開支 (4,280)

除稅前溢利 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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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提供私人
教育服務 投資證券 借貸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44,516 – 1,969 – 46,485

分部業績 (21,600) (9,679) 1,957 (74) (29,396)

其他借款利息 (310)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業績 (298)
未分配公司收入 199
未分配公司開支 (5,535)

除稅前虧損 (35,340)

首席經營決策者以經營溢利的計量來評估分部業績，當中若干項目並未包括在達致經營
分部的分部業績內，即其他借款利息、應佔一間合營公司業績以及未分配公司收入及開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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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報告分部分類的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於2020年12月31日

提供私人
教育服務 投資證券 借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20,692 46,083 59,824 126,599

未分配資產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858
於一間合營公司的權益 2,59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 12,429

其他公司資產 4,500

162,984

負債
分部負債 19,908 327 – 20,235

未分配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8
其他公司負債 1,569

2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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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6月30日

提供私人
教育服務 投資證券 借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25,624 49,171 36,940 111,735

未分配資產
銀行結餘及現金 4,827
其他應收貸款 12,000
於一間合營公司的權益 3,32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的金融資產 12,429

其他公司資產 6,160

150,476

負債
分部負債 31,234 1,177 50 32,461

未分配負債
即期稅項負債 25
遞延稅項負債 104
其他借款 7,816
其他公司負債 2,121

42,527

就監控分部表現及於分部之間分配資源的目的而言：

• 除銀行結餘及現金（計入借貸分部者除外）、其他應收貸款、於一間合營公司的權
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及其他公司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分配
至經營分部；及

• 除即期稅項負債、遞延稅項負債、其他借款及其他公司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
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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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分部資料

提供私人
教育服務 投資證券 借貸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止六個月

資本添置 (450) – – – (450)
無形資產的攤銷成本 (99) – – – (99)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折舊費用 (1,114) (229) – (35) (1,378)

使用權資產的折舊費用 (2,258) – – (688) (2,946)
長期服務金撥備撥回 120 – – – 12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 (2,646) – – (2,646)

撥回其他應收貸款 
減值虧損 – 980 – 10,000 10,98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止六個月

資本添置 (95) (3) – – (98)
無形資產的攤銷成本 (99) – – – (99)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折舊費用 (4,230) (233) – (35) (4,498)

使用權資產的折舊費用 (10,586) – – (967) (11,553)
長期服務金撥備 (41) – – – (4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9,395) – – (9,395)

本集團於本期間來自位於香港以外地區業務的資產、收入及業績少於本集團於本期間的
總資產、收入及業績的10%。

於兩個期間內，概無個別客戶佔本集團總收入超過10%。



13

(d) 主要服務收入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中學補習服務 1,017 20,063

小學輔導服務、展藝課程及應試課程 7,704 10,394

特許經營收入 1,793 3,248

英語培訓及應試課程 63 1,632

舞蹈教學服務 739 9,179

11,316 44,516

其他來源之收入
貸款利息收入 2,335 1,969

總收入 13,651 4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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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下列各項的利息收入
－非上市可換股債券 – 105

－銀行存款 1 1

－其他利息收入 366 93

政府補助金（附註） 5,927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536) (8)

撥回下列各項的減值虧損
－其他應收貸款 10,980 –

－其他應收款項 – 70

其他 543 1,316

17,281 1,577

附註：

本集團成功申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設立的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保就業計劃（「保就業計劃」）
的資助及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的一次性紓困資助（「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的資助」）。

保就業計劃旨在向僱主提供財政支援以保留可能會被遣散的僱員。根據補貼條款，本集團於
補助期內不得裁員並須將全數資助用於支付其僱員的工資。

鑒於本集團的課程因2019冠狀病毒病已暫停，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的資助是一項紓困
措施。本集團須將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的資助用作學校營運開支並負責確保其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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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借款利息 120 310
租賃負債利息 466 1,073

586 1,383

7.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酬金 407 716
其他員工成本 11,328 22,948
其他員工的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05 982

員工成本總額 12,240 24,646

法律及專業費用 1,480 1,086
租金相關費用及支出 
（包括樓宇管理費、空調費以及政府地租及差餉） 926 4,546
影印機相關開支 10 1,123
其他日常營運相關開支 2,111 5,844

其他營運開支總額 4,527 12,599

（撥回）長期服務金撥備 (120) 41

導師承包費乃根據(i)來自中學補習服務以及英語培訓及應試課程收入的若干百分比；及(ii)小學
輔導服務、展藝課程及應試課程之每小時固定收費計算。

租賃付款指已付或應付予出租人（為獨立第三方）的最低租賃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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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截至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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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撥備 – –
遞延稅項 (16) (16)

於損益中確認之所得稅抵免總額 (16) (16)

香港利得稅根據兩個期間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的稅率計算。

9.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於兩個期間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而言的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3,732 (35,321)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而言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73,060,010 547,570,880

由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於計算該兩個
期間呈列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金額時並無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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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2019年：無）。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收入及貿易應收款項 450 665
租金按金 3,035 3,293
其他按金 396 346
預付款項 454 945
其他應收款項 7,439 13,827
減：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淨額 (4,395) (4,395)

7,379 14,681
減：租金按金（列入非流動資產） (1,874) (1,90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列入流動資產） 5,505 12,779

(a) 賬齡分析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其與各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的應計收入及貿易應
收款項的賬齡分析：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尚未發出賬單的應計收入 214 473
貿易應收款項：

1至30日 182 144
31至60日 33 37
61至90日 13 3
超過90日 8 8

450 665

貿易應收款項通常自賬單日期起計30日內（2020年6月30日：30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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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並無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

並無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既無逾期亦無減值 215 502

逾期1至30日 181 123
逾期31至60日 33 29
逾期61至90日 13 3
逾期90日以上 8 8

逾期金額 235 163

450 665

既無逾期亦無減值的應收款項與近期廣泛客戶並無違約記錄有關。於2020年12月31日，
已逾期但並無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多名與本集團有良好還款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基於過
往經驗，管理層認為並無必要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原因為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
及結餘被視為可悉數收回。

12. 應收貸款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 64,929 42,824
減：減值虧損 (6,574) (6,574)

58,355 36,250

應收貸款指來自本集團借貸業務之尚未償還本金及利息。

於2020年12月31日，所有應收貸款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及按訂約方共同協定的固定利率
計息，年利率介乎10%至12%（ 2020年6月30日：9%至10.5%）。於2020年12月31日，應收貸款
23,250,000港元以借款人的若干資產抵押作擔保（2020年6月30日：所有應收貸款均為無抵押）。

本集團對其應收貸款力求維持嚴格控制，透過審查借款人及其擔保人之財務狀況，以盡量降
低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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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於2020年6月30日總金額約6,574,000港元未償還本金及利息的應收貸款（到期日為2020年
3月，其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已逾期及已作減值）外，所有其他應收貸款於2020年6月30

日既未逾期亦未作減值。

1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付款項 2,913 8,778

應計導師承包費、薪金及其他應計費用 4,170 6,692

7,083 15,470

14. 其他借款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尚未償還的其他借款（2020年6月30日：來自獨立第三方的其他
借款乃無抵押、須於一年內償還並按每年12%固定利率計息）。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於2020年8月17日全數償還來自獨立第三方的本金總額為7,800,000港元
的其他借款及應計利息。

15.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5港元的普通股
於2019年7月1日、2020年6月30日及2020年12月31日 6,00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5港元的普通股
於2019年7月1日（經審核）及2020年6月30日（經審核） 547,570,880 27,379

於2020年8月14日配售時發行股份 33,500,000 1,675

於2020年12月31日（未經審核） 581,070,880 29,054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於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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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根據經常性基準按公平值計量的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公平值

下表載列於首次確認後以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分析，其按照公平值可觀察程度分為一至
三級。

• 第一級輸入數據為實體於計量日期可獲取之同類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
整）；

• 第二級輸入數據為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地可觀察之輸入數據（第一級包括之報價除
外）；及

• 第三級輸入數據為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0年12月31日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
－非上市股本權益 – – 12,429 12,42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證券 
（不包括暫停買賣的股份） 16,295 – – 16,295

－暫停買賣的股份 – – 29,396 29,396

16,295 – 41,825 58,120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
－非上市股本權益 – – 12,429 12,42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證券 
（不包括暫停買賣的股份） 18,227 – – 18,227

－暫停買賣的股份 – – 30,321 30,321

18,227 – 42,750 60,977

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並無任何轉移，亦無轉入或轉出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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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公平值計量的對賬

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9年7月1日 39,605 15,422

贖回 (7,900) –

於損益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計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384) –

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計入公平值儲備（不可回撥）） – (2,993)

於2020年7月1日 30,321 12,429

於損益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計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925) –

於2020年12月31日 29,396 12,429

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並無任何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負債。

並非根據經常性基準按公平值計量的本集團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

董事認為於2020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按成本或攤銷成本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記賬的金
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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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提供私人教育服務

中學補習服務

自2020年1月底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以來，香港各行各業均受到嚴重
影響，而教育行業是其中深受重創的行業之一。於2020/2021學年頭幾個月，實體課
程在2020年9月底恢復，但教育局（「教育局」）在2020年12月初勒令再次停課已對課程
安排造成負面影響。於本期間內，由於停課，自2020年7月1日起計，僅有67天可供學
生參與面授課堂。實行網上學習模式可協助學生在停課的情況下仍可繼續學習，然
而，整體經濟活動及經濟表現收縮導致家庭對網上學習的花費變得更加謹慎。

於本期間內，中學補習服務分部錄得收入約1,020,000港元，較2019年同期大幅減少
約94.93%。於本期間內，網上課程與實體課程報名人次的比率約為80比20。

於2020年上半年縮減營運規模後，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以「現代教育」品牌經營
1間學習中心。本集團一直致力利用內部資源並與業務營運商進行合作以擴大市場
滲透率，包括但不限於在更多地點提供實體課程、導師及升級信息技術解決方案，
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質量及滿足市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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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培訓及應試課程

於2020年1月停課後，英語培訓與國際英語測驗系統（雅思）及國際交流英語考試（托
業）應試課程的補課於2020年6月復課。然而，COVID-19疫情復發導致面授教學課程
再次暫停，並對課程報名情況帶來不利影響。COVID-19疫情何時結束尚不確定，本
集團考慮在完成餘下課堂後於本期間內停課。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來自英語培
訓及應試課程收入約63,000港元（2019年：約1,630,000港元）。

小學輔導服務、展藝課程及應試課程

自2020年初爆發COVID-19以來，教育局宣佈於2020年1月底停課並於2020年6月復
課，而社交距離措施仍在實行中。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於情況許可時提供實體課程，
並將若干課程轉移至網上教學以滿足COVID-19影響下的不同需求。本集團於正規
學校的運作受到嚴重影響的艱難時期下已竭力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服務並幫助學生
趕上學習進度。遺憾的是，2020年12月初爆發第四波COVID-19疫情，教育中心的面
授教學課程再次被禁止。提供小學輔導服務的業務由於COVID-19疫情持續而遭受
負面影響。

於本期間內，直營教育中心錄得課程報名人次跌至約5,500名（ 2019年：約7,400名），
因此，小學輔導分部收入縮減。直營教育中心產生的收入約7,700,000港元，較2019年
同期錄得的約10,390,000港元減少約25.88%。特許經營中心為本集團貢獻的收入減
少至約1,790,000港元（2019年：約3,25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44.80%。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以「現代小學士」品牌經營7個直營教育中心及34個特許經
營中心。於COVID-19疫情持續的情況下，本集團對業務發展採取審慎態度，並將於
2021年制定適當的資源分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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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教學服務

2020年全年受COVID-19的影響，香港政府實施社交距離措施，大量舞蹈面授課程已
暫停或改期。本集團於2020年上半年縮減營運規模後，在繼續提供實體舞蹈課程的
同時，逐步將部分課程轉為網上學習模式加遠程指導課程，幫助學生克服暫停實體
課程或重新安排實體課程時間的影響。於本期間內及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以
羅逸雅芭蕾舞爵士舞學校的品牌經營1間舞蹈學院。本集團一直致力為學生提供優
質的服務，引導學生跟上進度，同時開辦韓國流行舞蹈及藝術體操等若干新課程以
滿足市場的需求。

然而，2020年下半年COVID-19確診病例數量波動不定致令經濟下行，家庭於消費模
式上轉趨謹慎並一直審慎監控於遠程學習模式的支出。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舞
蹈教學服務收入約740,000港元，較2019年同期減少約91.95%。

本集團將繼續為網上教學適當分配資源，並緊貼市場變化，提供各種舞蹈服務。此
外，本集團將努力爭取與不同的業務營運商進行合作，以擴大市場滲透率。

投資

資產投資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本期間內，由於香港經濟環境及其他外部因素導致香港股市不穩定，本集團採取
審慎的投資策略。本集團購入6家香港上市公司的上市證券，並出售其投資組合中的
3隻上市證券。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虧
損約2,650,000港元（詳情見下文）。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約45,69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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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2月31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組合內佔本集團未經審核總資產
5%或以上的重大投資詳情如下：

投資概述 主要業務 所持股份數目

佔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持股百分比 投資成本

於2020年
12月31日的

公平值

於2020年
12月31日
佔本集團
未經審核
總資產的
百分比

（概約） 千港元 千港元 （概約）

重大投資
康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康宏」）（股份代號：
1019）

理財顧問業務、借貸業務、 

自營投資業務、資產管理 

業務及證券買賣業務。

348,904,000 2.34% 122,116 29,396 18.03%

其他投資
其他上市股份* – – – 38,194 16,295 10.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總計 160,310 45,691 28.03%

* 其他上市股份包括6家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之股份及5家於聯交所GEM上市的公司之股
份。其他上市股份中包含的各項投資不超過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未經審核總資產的5%。

於本期間內，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詳情如下：

投資概述（股份代號）

本期間
已變現

公平值收益

本期間
未變現

公平值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康宏(1019) – (925)

其他上市股份* 94 (1,815)

總計 94 (2,740)

* 其他上市股份包括9家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之股份及5家於聯交所GEM上市的公司之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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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亦於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項下持有佔
本集團未經審核總資產5%或以上的重大投資如下：

投資概述 主要業務 所持股份數目

佔國投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持股百分比 投資成本

於2020年
12月31日的

賬面值

於2020年
12月31日
佔本集團
未經審核
總資產的
百分比

（概約） 千港元 千港元 （概約）

國投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國投」），於香港境外 
註冊成立之公司

於香港從事證券買賣、 
證券顧問、企業融資顧問、 
資產管理及財富管理服務 
以及借貸。

26 8.41% 30,831 12,429 7.63%

本公司重大投資的表現及未來前景

(1) 康宏

康宏股份已自2017年12月7日起暫停買賣並直至本公告日期仍然停牌。根據
康宏日期為2020年11月1日的公告，於2020年5月28日，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決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6.01A條取消康宏之上市地位（「除牌決定」）。康宏已向上市
委員會遞交覆核除牌決定之書面請求，而覆核聆訊日期尚未訂定。康宏截至
2017年、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之財務業績公告已於2021年2月18

日刊發。根據康宏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告，康宏於2019年
錄得收入約957,710,000港元及除稅前虧損約537,830,000港元。

於本期間內，董事注意到康宏的董事會組成發生多項變動，且存在數宗股東糾
紛的法律訴訟。董事將繼續密切監察建議要約的發展、股東糾紛及康宏的最新
情況，並制定適當策略以保障本集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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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投

根據從國投管理層（「國投管理層」）獲得國投及其附屬公司（「國投集團」）於
截至2020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的管理賬目，董事注意到，相較於2019年期間，
國投集團於2020年期間錄得收入減少約40%。據國投管理層解釋，於2020年因
COVID-19及香港股市情況不穩定的衝擊，國投集團的整體表現受到不利影響。
然而其已就證券交易服務推行若干推廣活動，以期吸引更多潛在客戶並擴大客
戶基礎。於2021年，國投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其現有業務，制定適當的業務策略
以應對COVID-19的影響。董事將持續監察國投集團的業務發展以保障本集團
的利益。

其他投資－早期教育

本集團之合營公司盈豐香港發展有限公司（「盈豐」）繼續提供早期教育行業的管理及
諮詢服務。於2020/2021學年初，香港的所有幼稚園於2020年9月底已逐漸復課，惟受
到COVID-19影響而實行的社交距離措施對校園學生人數有所限制，對盈豐之營商
環境實屬不利。出於對健康的考慮，部分深港跨境學生可能傾向不返回香港學校上
課。此外，於2019/2020學年，因學校延遲復課，學生人數遽減。幼稚園入學學生的實
際人數遽減間接影響到盈豐的收入。於本期間內，盈豐錄得的溢利較去年同期大幅
減少約90%。本集團繼續與合營夥伴緊密合作及監察情況，以盡量減少盈豐的潛在
損失。

借貸業務

本集團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漢富財務有限公司為香港法例第163章放債人條例下放
債人牌照的持有人。本集團已遵守放債人條例，採納有關處理及╱或監控借貸業務
的借貸政策及程序。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於向企業及個人客戶授出貸款方面錄得貸款利息收入約
2,340,000港元（ 2019年：約1,970,000港元）。借貸業務為本集團產生穩定收入。於
2020年12月31日，尚未償還的應收貸款本金額約55,250,000港元（ 2020年6月30日：約
33,85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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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13,650,000港元，較2019年同期錄得的約46,490,000

港元減少約70.63%。

提供私人教育服務分部產生的收入如下：

－ 中學補習服務：收入大幅減少至約1,020,000港元，較2019年同期錄得的約
20,060,000港元減少約94.63%。

－ 英語培訓及應試課程：收入大幅減少至約63,000港元，較2019年同期錄得的約
1,630,000港元減少約96.14%。

－ 小學輔導服務、展藝課程及應試課程（包括特許經營收入）：收入減少至約
9,500,000港元，較2019年同期錄得的約13,640,000港元減少約30.38%。

－ 舞蹈教學服務：收入大幅減少至約740 ,000港元，較2019年同期錄得的約
9,180,000港元減少約91.95%。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來自借貸業務的貸款利息收入約2,340,000港元（2019年：約
1,97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8.59%。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的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錄得淨收益約17,280,000港元（2019年：
淨收益約1,580,000港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於本期間內錄得其他應收貸款之
減值虧損撥回約10,980,000港元及香港政府設立的防疫抗疫基金下的政府補助約
5,930,000港元所致。



29

員工成本

本集團的員工成本較2019年同期減少約12,410,000港元或約50.34%，此乃由於自
2020年上半年起縮減中學補習服務及舞蹈教學服務業務單位的規模所致。

導師承包費

本集團的導師承包費較2019年同期減少約7,430,000港元或約87.53%。有關減少與來
自中學補習服務的收入減少一致。

市場推廣開支

本集團的市場推廣開支較2019年同期減少約1,680,000港元或約81.07%。有關減少乃
主要由於於本期間內各種市場推廣活動減少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的其他經營開支（「其他經營開支」）乃與日常營運相關並主要包括以下各項：

千港元
（概約）

租金相關費用及支出（包括樓宇管理費、空調費以及政府地租及差餉） 926

法律及專業費用 1,480

印刷及文具費 302

其他日常營運相關開支* 1,819

總計 4,527

* 其他日常營運相關開支主要包括諮詢費、郵費及快遞費、電話及傳真費用、其他利息開支、商
業登記及牌照費用、清潔費、電腦費用及雜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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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內，其他經營開支較2019年同期減少約8,070,000港元或約64.07%。多項經
營開支（包括但不限於租金相關費用及支出、影印機相關開支、銷售佣金、舞蹈服務
相關開支、水電費、其他利息開支）總共減少約6,950,000港元。另一方面，法律及專
業費用則增加約390,000港元。

財務費用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錄得財務費用約590,000港元（ 2019年：約1,380,000港元），其中約
120,000港元為其他借款產生的利息及約470,000港元為就租賃負債確認的財務費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於本期間應佔溢利約3,730,000港元（2019年：虧損約35,320,000港元）。
於本期間，每股盈利為0.01港元（ 2019年：每股虧損0.06港元）。有關扭虧為盈乃主要
由於(i)其他應收貸款之減值虧損撥回約10,980,000港元；(ii)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公
平值虧損減少至約2,650,000港元（2019年：虧損約9,400,000港元）；及(iii)提供私人教
育服務產生的分部虧損減少所致。

前景

2020年全年受COVID-19的影響，私人教育行業因實體課程暫停及經濟下行而面臨前
所未有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只有當COVID-19的傳播受到控制時，市場方可恢復
到COVID-19疫情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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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濟或行業復甦前，本集團決定在此前所未有的市場環境下開發資源，竭盡全力
維持業務增長。鑒於市場的不斷變化，本集團將與導師就各方面合作保持溝通，以
期推動市場需求。此外，尚待開發的領域或機會將出現更大的探索空間，並有可能
找到突破教學的傳統限制（包括但不限於教育業務的地理限制、實體出席及時間界
限）的解決方法。除上述潛在發展外，本集團將檢討及考慮市場上與教育行業相關的
併購機會，從而增加我們的市場份額及擴大收入基礎。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已建立適當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制度以管理其短期、中期及長期資金以及滿
足其流動資金管理需求。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總結餘約18,330,000港元（ 2020年
6月30日：約5,440,000港元），其中99.59%以港元持有及0.41%以人民幣持有。流動比率
（界定為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為7.77倍(2020年6月30日：2.99倍）。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來自獨立第三方的尚未償還其他借款。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13.39%（ 2020年6月30日：28.20%）。資
本負債比率為總債務除以總權益及總債務之和。總債務為總負債減去應付稅項、遞
延稅項負債及應付股息（如有）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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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活動

於2020年7月27日，為加強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為本集團提供營運資金以滿足其未
來發展所需及履行責任，本公司與東方滙財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配售
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根據本公司於2019年12月10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授予董事的一般授權，透過配售代理按盡力基準以每股股份0.90

港元（較本公司於2020年7月27日的股份收市價（即每股股份0.98港元）折讓約8.16%）
的價格配售本公司根據配售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將予配發及發行最多33,500,000股普
通股（「配售事項」）。配售事項已於2020年8月14日完成，並已按每股股份0.90港元的
價格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即由配售代理促使或代表配售代理認購的個人、公司、機
構投資者或其他投資者，而其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的第三方）配售合共33,500,000股股份。配售股份的總面值為1,675,000港元。配售事
項所得款項淨額約29,400,000港元（經扣除配售事項的佣金及其他開支後，相當於淨
發行價每股股份約0.88港元）。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之實際用途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之擬定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於2020年12月31日之實際用途

(i) 約7,800,000港元用於償還其他借款 按擬定方式獲悉數動用

(ii) 約12,000,000港元用於私人教育服
務分部運營

約10,710,000港元已按以下方式獲動用：

(a) 中學補習服務：約6,700,000港元；

(b) 小學輔導服務：約2,940,000港元；及

(c) 舞蹈教學服務：約1,070,000港元。

(iii) 約9,6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之一般
營運資金

約4,280,000港元已用作本集團教育服務以外分
部的一般營運資金。

於2020年12月31日，尚未獲動用的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6,610,000港元預期將由
本集團於2021年6月底前按計劃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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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及庫務政策

本集團於其發展的同時一直採取審慎的庫務政策，一般以內部產生資源以及股本及
╱或債務融資活動為其營運及業務發展提供資金。本集團亦採用靈活審慎的財務政
策，以有效地管理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以及加強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入及開支主要以港元結算，因此本集團認為外匯風險影響極低。故此，
並無實施對沖或其他安排以減低貨幣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為127人（ 2020年6月30日：136人）。彼等獲給
予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而該等薪酬待遇乃參考市況進行持續監察，包括根據本集
團及個人表現發放的酌情花紅等獎勵。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全面的福利待遇及事業發
展機會。本集團於有需要時會提供內部及外部的培圳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2020年12月4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並自2020年12月8日（「生效
日期」）起生效的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按於2011年6月11日通過的一項普通決議案採
納並自生效日期起終止的前購股權計劃（統稱「購股權計劃」），董事會可根據各購股
權計劃向合資格人士（包括僱員及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於本期間
內，本公司概無根據各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或然負債

於2020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2020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已訂約但未於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內撥備的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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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20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或任何一般銀行信
貸。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
券。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向一間實體墊款

於2018年9月7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Rosy Lane Investments Limited（「Rosy 

Lane」，作為賣方）與王鉅成先生（「王先生」，作為買方）訂立貸款出售協議（「貸款
出售協議」），據此，Rosy Lane已有條件同意出售及轉讓，而王先生已有條件同意
購買並接受轉讓Rosy Lane於貸款（包括潘俊彥先生（「潘先生」）於2018年9月7日結
欠Rosy Lane的尚未償還本金總額及其應計利息約54,480,000港元、潘先生（作為債
務人）於2016年12月30日向Rosy Lane發行的承兌票據及股份按揭（以Rosy Lane為
受益人針對Seasoned Leader Limited的股份簽立））的權利、擁有權、利益及權益，代
價為48,000,000港元。貸款出售於2018年9月17日完成，而本集團已不再擁有上述貸
款的任何權益。有關貸款出售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9月7日及
2018年9月10日的公告。

根據王先生按貸款出售協議向Rosy Lane發行的無抵押承兌票據，王先生須按以下時
間表分三期向Rosy Lane支付代價結餘43,000,000港元（「結餘付款」）：

15,000,000港元須於2018年12月17日或之前償還
15,000,000港元須於2019年3月18日或之前償還
13,000,000港元須於2019年6月17日或之前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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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承兌票據為無抵押，惟須按年利率10%收取結餘付款利息，並須於2019年6月17日
償還。

於2019年8月31日，王先生已償還結餘付款之第一期款項15,000,000港元。王先生
分別於2020年9月及10月進一步償還結餘付款的餘下分期款項15,000,000港元及
5,000,000港元。於2020年12月31日，結餘8,000,000港元及應計利息仍未償還，其並未
超過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未經審核總資產的8%。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
產計劃。

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操守守則」）。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各董事已確認彼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操守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的原則及採納
其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的所有條文及上市規則，惟以下段落所述的偏離事項除外。

本公司行政總裁及董事會主席之職位分別自2017年11月9日及2017年12月19日懸空，
並於本公告日期仍然懸空，原因為本公司尚未物色到合適人選出任有關職位，其構
成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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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1.8條規定，應就董事面臨的法律訴訟安排合適的保險。
現時，本公司並無就董事面臨的法律訴訟投保。然而，根據適用的法律條文，各董事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執行其職責或關於執行職責而作出、同意或遺漏的任何行為
而將會或可能招致或蒙受的所有訴訟、費用、收費、損失、損害及開支，將獲本公司
資產作為彌償。有鑒於此，董事會認為董事所承擔之風險屬可管理，且投保所帶來
之好處或低於投保成本。

訴訟

(1) 於2017年12月19日，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Fastek Investments Limited

（「Fastek」）接獲康宏及康宏若干附屬公司（「該等原告」）於香港高等法院原訟
法庭（「原訟法庭」）發出的傳訊令狀（「令狀」）連同申索陳述書，該等原告尋求針
對Fastek（作為於2015年10月進行之康宏股份（「康宏股份」）配售事項的其中一名
承配人）獲不當配發康宏股份及不當獲授其中一名該等原告授出的若干循環融
資額度的頒令。

於2018年5月31日，該等原告發出針對（其中包括其他被告）Fastek（作為其中
一名被告）的經修訂申索陳述書，據此：

(i) 康宏（第一原告）尋求（其中包括）(i)針對承配人就康宏股份的配發屬作廢及
無效或已撤回及撤銷的聲明及頒令；(ii)交出利潤賬目及一項就違反授信
責任、普通法及╱或法定責任、不誠實協助、非法及╱或合法手段串謀而
針對（其中包括）Fastek作出的有關支付任何應付款項、將予評定之衡平補
償及╱或將予評定之損害賠償的頒令；

(ii) 康宏財務有限公司及康證有限公司（第二原告及第三原告）尋求針對（其中
包括）Fastek（作為上述循環融資安排的其中一名直接接收人）有關交出利
潤賬目的頒令及就違反授信責任、普通法及╱或法定責任、不誠實協助、
非法及╱或合法手段串謀而作出的有關支付任何應付款項、將予評定之衡
平補償及╱或將予評定之損害賠償的頒令；及



37

(iii) 該等原告尋求針對所有被告的(a)一般或特別損害賠償；(b)利息；(c)訟費；
(d)進一步及╱或其他濟助。

於2018年6月5日，Fastek的律師收到該等原告的律師發出日期為2018年6月
4日的函件，澄清於2018年5月31日送達Fastek的經修訂申索陳述書（當中陳述
「於2018年5月31日重新提交」）尚未正式遞交予原訟法庭，有待該等原告於
2018年6月4日向夏利士法官遞交呈請之決議以修訂申索陳述書及通過修訂令
狀增加新涉事方。

於2018年7月25日，Fastek收到一份有關於2018年6月28日就該等原告傳訊令狀所
舉行的聆訊而發出的已蓋印命令（「命令」）。根據該命令，其責令（其中包括）在
該等原告與Fastek（包括若干其他被告）之間，該等原告有權提交並送達經修訂
申索陳述書。於2018年7月9日，該等原告向Fastek送達經修訂令狀及經修訂申索
陳述書之副本。

根據夏利士法官於2019年7月12日發出的命令，該等原告已於2019年7月16日提
交並送達再經修訂令狀及再經修訂申索陳述書。

該等原告已於2020年2月13日對Fastek於2018年10月18日提出的辯護提交及送達
彼等的回覆。

其後，根據夏利士法官在第26位被告於2020年1月9日提出剔除申請的聆訊期間
發出的命令，該等原告於2020年7月27日提交彼等第三次修訂的申索陳述書。

(2) 於2018年1月2日，Fastek接獲呈請人作出的日期為2017年12月27日並已提交原訟
法庭的呈請，據此，呈請人尋求（其中包括）宣佈於2015年10月向Fastek配售的康
宏股份自始無效，且不具法律效力。

有關涉及本集團的訴訟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2月19日、2018年1月2日、
2018年6月4日、2018年6月7日及2018年7月25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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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項訴訟仍處初步階段且尚未進入實質辯護階段，經考慮到所提出的申索及諮
詢本公司法律顧問後，董事認為(i)不論以個別或綜合基準，現時評估任何有待裁定
申索的可能結果言之尚早；(ii)難以確定會否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造成任何影響，而
如會則難以確定其影響的程度；及(iii)根據現時事態發展，無須就該等法律程序的申
索作出撥備。董事將緊密監察該等訴訟對本集團的影響，而本公司將知會本公司股
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任何進一步重大進展。

報告期後事項

自本期間期終以來，概無發生影響本集團之重大事項。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以及本集團於本期間
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已商討本集團於本期間的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
宜。

承董事會命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曾家偉

香港，2021年2月24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曾家偉先生及黃敬凱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左頴怡女士、梁其智先生及范德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