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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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13）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恒和珠寶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89,241 286,211
銷售成本 (221,460) (208,774)

毛利 67,781 77,437
銷售及分銷成本 (9,028) (10,687)
行政費用 (44,264) (59,659)
其他經營收入 6,518 3,166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之變動 780 (601)
財務成本 5 (2,384) (3,627)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1) (2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37) (90)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19,265 5,913
所得稅開支 7 (27) (2)

期內溢利 19,238 5,911



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41,465 (7,506)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公平值之變動 2,892 (2,59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44,357 (10,09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3,595 (4,185)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7,805 6,788
非控制權益 1,433 (877)

19,238 5,911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2,162 (3,308)
非控制權益 1,433 (877)

63,595 (4,185)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9

基本 0.26 0.1

攤薄 0.26 0.1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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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004 48,652
使用權資產 47,124 47,641
投資物業 10 1,637,992 1,564,100
商譽 8,124 8,124
無形資產 8,224 8,222
採礦權 646,393 594,77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2,268 32,405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1,973 1,973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41,653 15,750
長期應收款項 - –
遞延稅項資產 5,762 5,762

2,481,517 2,327,402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11 322,921 318,763
存貨 217,086 220,522
貿易應收款項 12 121,707 92,68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403 15,382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1,786 13,201
現金及現金等額 423,523 468,521

1,112,426 1,129,07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68,919) (74,01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3,203) (44,460)
合約負債 (417) (475)
銀行及其他貸款 (805,084) (751,663)
租賃負債 (3,680) (3,976)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696) (696)
應付非控制權益款項 (34,145) (29,340)
衍生金融工具 (145) –
稅項撥備 (2,061) (1,998)

(968,350) (906,618)

流動資產淨值 144,076 222,4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25,593 2,54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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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847) (15,397)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32,494) (30,550)

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4,768) (4,388)

遞延稅項負債 (144,614) (133,250)

(195,723) (183,585)

資產淨值 2,429,870 2,366,275

權益
股本 560,673 560,673

儲備 1,681,072    1,618,9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241,745 2,179,583

非控制權益 188,125 186,692

權益總額 2,429,870 2,366,275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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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遵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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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
定而編製。

除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資產以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之本集團全年財務報表採用者一致。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解釋附註。該等附註載有自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本集團全年財務報表以來，對理解本集團財務狀況及業績變動有重要
性之事件及交易之解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規定之所有資料。

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有關之財務資料乃作為比較資料而載入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並不構成該年度之本公司法定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惟其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根據香
港公司條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436條須予披露關於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
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述核數師於
並無就其報告發表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提請注意之強調事項；及並無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3)條作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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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 重要會計政策概要

(a) 本集團採納之新修訂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及修訂。所應用之準則及修訂與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開始之中期期間
之中期財務報表有關，並就本集團於有關中期期間之中期財務報表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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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免

於本中期期間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呈報
之金額及╱或載列之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

下列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並已經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財政期間尚未生效，亦並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及非流動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出售或注入資產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1

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 財務報表呈列方式－由包含按要求還款
條款之有期貸款之借款人進行分類2

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該等修訂原擬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期間生效。生效日期現已延遲

╱移除。該等修訂仍可提早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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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基於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之報告釐定營運分部，該等報告用於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執行董事已將本集團四大（二零一九年：四大）業務類別
定為營運分部。

本集團已劃分以下可呈報分部：

－ 設計、製造、推廣及買賣珠寶首飾及鑽石；

－ 物業投資及發展；

－ 採礦業務；及

－ 投資

由於各產品及業務類別需要不同資源及市場推廣方法，因此各營運分部之管理工作均獨立進
行。所有分部間轉讓（如有）按公平價格進行。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設計、製造、推廣及
買賣珠寶首飾及鑽石 物業投資及發展 採礦業務 投資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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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來自外界 
客戶之收益 284,401 276,099 2,633 2,447 – – 2,207 7,665 289,241 286,211

分部業績 26,461 14,393 (2,880) (3,524) (1,653) (2,186) 163 4,175 22,091 12,858

未分配開支 (1,171) (3,318)
財務成本 (1,655) (3,62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265 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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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收益

期內，來自本集團主要業務的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與客戶之間的合約產生的收益
銷售貨品 284,401 276,099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益
租金收入 2,633 2,447

利息收入 1,854 5,395

投資之股息收入 353 2,270

289,241 286,211

5.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銀行及其他貸款 6,933 12,815

租賃負債之利息 438 130

應付一間關聯公司款項所產生之應歸利息開支 729 685

總借貸成本 8,100 13,630

減：資本化之利息
－投資物業 (4,327) (8,047)

－發展中物業 (1,389) (1,956)

2,384 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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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6. 除所得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達致：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出存貨成本 221,460 208,774

以下各項的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05 2,054

－使用權資產 3,055 1,963

短期租賃支出 171 1,184

存貨撥備* 5,476 1,173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遠期貨幣合約 231 106

出售上市股本證券之收益 (48) –

淨匯兌收益 (7,988) (2,090)

貿易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933 918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91 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18) 19

* 金額已計入「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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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所得稅開支

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扣除之所得稅開支金額為：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73 3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8) –

65 37

遞延稅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 (38) (35)

所得稅開支總額 27 2

香港利得稅以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九年：16.5%）計算。其
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基於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之司法權區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
按該等司法權區現時適用之稅率計算。

8. 股息

(i)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九
年：無）。

(ii) 於中期期間就過往財政年度批准及派付予權益股東之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批准及派付之 

末期股息每股0.25港仙 – 17,078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獲批准之末期股息17,078,000港元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日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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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7,805 6,788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31,182,580 6,831,182,580

購股權涉及之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31,182,580 6,831,182,580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溢利17,80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6,788,000港元）及期內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31,182,580股（二零一九年：6,831,182,580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由於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故於計
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購股權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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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投資物業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賬面金額 1,564,100 1,511,200

添置 69,565 42,513

資本化之利息（附註5） 4,327 15,644

公平值調整之虧損 – (5,257)

期末賬面金額 1,637,992 1,564,100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金額1,637,99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564,1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已被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之若干銀行借貸之擔保。

11. 發展中物業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賬面金額 318,763 301,662

添置 2,769 13,355

資本化之利息（附註5） 1,389 3,746

期末賬面金額 322,921 318,763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預期為數約322,92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318,763,000港元）之發展中物業將不會於報告日期末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內變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額合共約322,92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318,763,000港元）之發展中物業已被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之一般銀行信貸融資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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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按照行業慣例並於考慮客戶之信譽、還款紀錄及經營年期後釐訂授予客戶之信貸
條款。每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對其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逾期款項由高
級管理層定期審閱。

於報告日期，扣除撥備後基於銷售確認日期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即期 31-60日 61-90日 90日以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未經審核結餘 33,253 50,259 25,528 12,667 121,70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 

經審核結餘 16,928 10,222 3,562 61,975 92,687

13.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信貸條款因應與不同供應商協定之條款而不同。於報告日期，基於發票日期
之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即期 31-60日 61-90日 90日以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未經審核結餘 19,695 17,492 13,477 18,255 68,919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 

經審核結餘 24,050 3,424 8,074 38,462 7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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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業績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收益由去年中期期間
之286,211,000港元增加約3,030,000港元或1.1%至289,241,000港元。於回顧期內，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17,805,000港元，而去年中期溢利為6,788,000港元。溢利增
加之主因在於(i)節省一般開支；(ii)匯兌淨收益增加；以及(iii)獲得2019冠狀病毒病
(COVID-19)相關補貼之政府補助。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
股基本盈利為0.26港仙（二零一九年：0.1港仙）。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中期期間，COVID-19大流行蔓延全球，打擊世界各地經濟體，干擾全球營商及貿
易環境。經歷年初COVID-19重挫珠寶業之經驗，本集團已積極採取行動應對消費者
行為轉變，聚焦於網上渠道及國內採購。因此，本集團得以在當前之經濟風暴中錄
得相對穩定的收益。珠寶分部方面，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之276,099,000港元輕微增加約8,302,000港元或3%，至二零二零年同期之
284,401,000港元。本集團加快重點發展網上貿易平台及滲透至網上零售商之策略舉
措，使本集團抓緊客戶消費模式轉變而受惠。早前於英美之收購及擴充亦使本集團
能夠接觸更多當地渠道，提供更好的地方服務及支援。此外，管理團隊一直於所有
辦事處嚴格控制成本。連同匯兌淨收益增加及從不同國家收取之政府補貼，珠寶分
部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14,393,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
同期之26,461,000港元。



15

物業投資及發展分部方面，本集團持有一幅位於香港灣仔道232號之地塊（地盤面
積約為5,798平方呎）之75%權益。該地塊現正重建為一棟約28層高、總樓面面積約
為86,908平方呎之高級寫字樓及零售綜合樓宇，持有作為長期租賃投資用途。上層
結構工程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竣工。項目進度良好，預計將如期於二零二一年竣
工。

本集團亦擁有位於長沙灣昌華街7、7A、9及9A號之地盤（地盤面積約為3,240平方呎）
之90%權益。現時計劃將現有樓宇重建為一個建於2層高零售平台上之25層高住宅
發展項目╱多層綜合樓宇，建議總樓面面積約為29,110平方呎。地基工程已經竣工，
而上層結構工程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展開。重新發展項目之預期落成日期為二零
二二年第三季度前後。

再者，位於新界元朗青山道65號之豪景商業大廈、總樓面面積約14,508平方呎之12個
樓層乃於二零一八年收購，現已悉數租出，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於期內，本
集團已透過續訂租賃提升整體租金回報率。

採礦業務方面，紅莊金礦之營運規模極微。本公司一直勘探元嶺礦區之東北部。與
此同時，我們將會繼續在元嶺礦區開發新礦井及重探舊礦井。

展望

展望將來，雖然現時珠寶業的前景仍然未明，惟本集團已加強競爭力，有信心會走
出期內的困境。全球實施嚴緊的防疫措施，加上疫苗面世，預期會為遏止COVID-19

大流行擴散起到作用。本集團深信客戶信心將會逐步重建，而經濟勢頭將於下半年
復甦。本集團為更有力把握網上渠道的增長需求，將會繼續積極提升旗下網上業務
及平台，以及加強地方據點及給予客戶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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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分部方面，本集團短期內將繼續擴大其多元化物業投資組合，不斷物色可提高
投資回報的投資機會，分散收入來源。

面對非常時期，本集團致力實現實質增長，向客戶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一如既往，
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提供長期可持續盈利增長的機會，從而為股東帶來回報。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一九年：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債項淨額除以權益總額
加債項淨額計算）為0.1624（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0.1344）。債項淨額按銀行及
其他借貸總和減現金及現金等額計算。現金及現金等額為423,523,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468,521,000港元），主要以港元、美元、人民幣及英鎊計值。涉及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應付關聯公司款項、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應付非控制權益款
項及租賃負債之其他借貸約為89,63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84,347,000

港元）。以港元及美元計值之銀行及其他貸款約為805,08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751,663,000港元）。

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港元計值之銀行貸款為774,855,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719,289,000港元），以本集團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
投資物業、若干使用權資產以及發展中物業作抵押，以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之普通
股作質押，並以本公司簽立之公司擔保作擔保。另一方面，以美元計值之銀行貸款
金額相等於25,44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27,969,000港元），以本公司一
間附屬公司之全部資產作抵押，並以本公司簽立之公司擔保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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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借予其附屬公司之銀行貸款提供
645,08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607,158,000港元）之擔保。根據有關擔保，
倘銀行未能收回有關貸款，則本公司須承擔向銀行還款之責任。於報告日期，由於
董事認為該等貸款出現未能償還之機會不大，故並無就本公司於擔保合約下之責任
作出撥備。

資本結構

本集團借貸全部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港元借貸之利息參照香港銀行同業拆
息或最優惠利率釐定，美元借貸之利息參照倫敦銀行同業拆息釐定，而人民幣借貸
之利息則參照中國人民銀行之貸款基準利率釐定。本集團亦採用遠期外匯合約以儘
量減低因英鎊匯率波動而產生之匯率風險。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之資本結構並無變動。鑒於本集團目前之財務狀況，在並無出現不可預
見之情況下，管理層預計無需改變資本結構。

僱員人數、薪酬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588名僱員（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623名），當中大部分位於中國。本集團主要按照業內一般慣例釐定僱員薪酬。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
據此，本公司可向合資格人士（包括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自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獲採納以來，已根據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授
出132,000,000份購股權。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二日屆滿。
因此，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二零二零年購
股權計劃」）。自二零二零年購股權計劃獲採納以來，並無根據二零二零年購股權計
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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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採取保守策略進行金融風險管理，而其承受之市場風險乃控制在最低水平。
除英國之附屬公司外，本集團所有交易及借貸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期
內，本集團訂有遠期外匯合約以儘量減低因英鎊匯率波動而產生之匯率風險。管理
層將持續監控因英鎊及近期人民幣波動而產生之外匯風險，並於必要時採取適當措
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之所有守則
條文，並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1. 守則條文A.2.1

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期內，執行董事陳偉立先生（「陳先生」）為董事會主席。陳先生負責監督本集團
之發展方向，並同時領導董事會。彼確保董事會能夠有效地運作及履行職責，
並及時討論所有重要及適當事宜。陳先生亦負責確保全體董事知悉有關董事會
會議上討論之事宜，並確保全體董事及時接收足夠及完備可靠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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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之母親鄭小燕女士（「鄭女士」）為本公司董事總經理，負責本集團之日常
管理及市場推廣業務。

雖然本公司未有設立行政總裁一職，惟董事會認為現行之職責分工已足夠，足
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取得平衡。

2. 守則條文A.4.1

守則條文A.4.1訂明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按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一百一十五(A)條及第一百一十五(D)條最少每三年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
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一次及接受重新選舉。由於非執行董事須最少每三年
輪值告退一次及接受重新選舉，故董事會認為偏離守則條文A.4.1之情況不算嚴
重。

3. 守則條文A.6.7

根據守則條文A.6.7，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應出席股東大會，對股東的意見有全
面、公正的瞭解。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志輝先生因其他公務而並無出席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出席
該股東週年大會並回應提問。



20

4. 守則條文C.2.5

守則條文C.2.5訂明發行人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沒有內部審核功能之發行人須
每年檢討是否需要增設此項功能，並披露為何沒有這項功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設立內部審核功能。經
計及本集團營運之規模及複雜程度，本公司認為現行組織架構及管理層緊密監
察可為本集團提供足夠之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董事會轄下之審核委員會定期
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及風險管理之成效。董事會將每年檢討是否需要設立
內部審核功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符
合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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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
體查詢，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已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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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基準以及本集團之財務監控、風險管理
及內部監控系統進行商討，並已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獲審核委員會批准。

代表董事會
恒和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偉立

香港，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偉立先生、陳聖澤博士，BBS，太平紳士、鄭小燕女士、陳
慧琪女士及黃君挺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任達榮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嘯天
先生，BBS，MBE，太平紳士、陳炳權先生、施榮懷先生，BBS，太平紳士及張志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