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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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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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KA SHU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822）

嘉 瑞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業績
收入 1,469,237 1,554,364 (5.5%)
毛利 447,303 426,671 4.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23,991 88,705 39.8%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252,302 201,650 25.1%

每股資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13.87 9.92 39.8%
—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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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經審核之全年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469,237 1,554,364
銷售成本 (1,021,934) (1,127,693)

毛利 447,303 426,671
其他收入 5 25,155 31,484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236) (117)
銷售及分銷開支 (27,119) (29,990)
一般及行政開支 (273,495) (278,318)
其他營運開支及收入 (10,205) (36,053)

經營溢利 161,403 113,677
融資成本 6 (6,840) (11,536)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9 —
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350 —
攤分聯營公司損失 (872) (810)

除稅前溢利 154,050 101,331
所得稅開支 7 (31,295) (14,569)

年內溢利 122,755 86,762

以下人士應佔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23,991 88,705
非控股權益 (1,236) (1,943)

122,755 86,762

每股盈利 9
— 基本（港仙） 13.87 9.92
—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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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122,755 86,762

其他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租賃土地價值重估之盈餘 15,080 11,279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之所得稅 11,491 (3,714)

26,571 7,565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8,840 (12,953)

年內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75,411 (5,388)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98,166 81,374

以下人士應佔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98,212 83,616
非控股權益 (46) (2,242)

198,166 8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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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19,816 504,054
使用權資產 248,214 224,525
會所會籍 718 71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8,691 8,95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 —
預付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按金 18,464 7,894
遞延稅項資產 121 149

796,024 746,293

流動資產
存貨 180,666 215,957
退回資產之權利 90 111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 10 394,276 340,524
合約資產 12,598 17,73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7,637 47,40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59 16
即期稅項資產 6,834 3,260
有限制銀行存款 1,975 1,835
銀行及現金結餘 256,686 262,252

901,021 889,09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 189,319 209,014
合約負債 14,031 1,005
退款負債 240 24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9,093 82,572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 1,305
衍生金融工具 1,341 —
銀行借款 106,958 201,532
租賃負債 9,033 5,681
即期稅項負債 13,374 35,807

433,389 537,157

流動資產淨值 467,632 351,93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63,656 1,09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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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46,500 57,514
租賃負債 9,045 5,908
遞延稅項負債 28,803 26,852

84,348 90,274

資產淨值 1,179,308 1,007,95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9,376 89,376
儲備 1,074,614 903,21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163,990 992,591
非控股權益 15,318 15,364

權益總額 1,179,308 1,00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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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
辦事處地點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九龍灣宏光道一號億京中心B座29樓A室。本公司股份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以生產及銷售鋅、鎂、鋁合金壓鑄、塑膠注塑產品及零部件，主要售予從事家居用品、3C（通
訊、電腦及消費者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及精密部件的客戶為主。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Precisefull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之公司）為最終母公司，李遠發先生（「李先生」）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方。

2. 編製基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適用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也遵從適用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披露守則及香港公司
條例（第622章）之披露要求。本集團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如下文披露。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在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之因初次應用該等與本集團有關的頒佈而引致之本年度或過
往會計期間會計政策之任何變動詳述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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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提述修訂本及以下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有關修訂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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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提述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
披露事宜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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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修訂對重大性作出新定義，指出「倘遺漏、錯誤陳述或掩蓋資料可合理地預期會對一般用途
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基於該等財務報表（提供有關特定報告實體的財務資料）作出的決策造成
影響，則有關資料屬於重大」。有關修訂亦澄清重大性將視乎資料的性質或重要性（單獨而言或
與其他資料合計）對於財務報表整體而言是否屬於重大。

應用有關修訂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業務之定義

有關修訂澄清業務的定義，並進一步提供有關如何釐定一宗交易是否為業務合併的指引。此外，
有關修訂引入一項選擇性「集中測試」，以便於收購一組業務及資產時涉及總資產的絕大部份公
平值集中於單一可識別資產或一組同類可識別資產，就獲收購的一組業務及資產是否屬資產而
非業務收購進行簡易評估。

本集團已對收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交易追溯應用有關修訂。應用有關修訂對
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原因為不應用選擇性集中測試亦可得出類似的結論。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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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修訂對特定對沖會計規定做出修改，以容許因持續之利率基準改革而引致不確定因素期間，
對沖項目或對沖工具受現時之利率基準修改影響前，繼續將對沖會計法應用於受影響之對沖。

由於本集團的指定對沖項目╱對沖效益性評估不受利率基準改革的影響，有關修訂對本集團之
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起生效的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以下可能與本集團相關的事
項。

於下列會計期間開始或 

之後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之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 — 第2期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概念框架的提述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
的所得款項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本虧損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正在評估該等修訂及新訂準則預期於首次應用期間的影響。截至目前，本集團已經確定
了新訂準則的某些方面可能對綜合財務報表產生影響。由於本集團尚未定成評估，進一步的影
響可能於合適時候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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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以生產及銷售鋅、鎂、鋁合金壓鑄、塑膠注塑產品及零部件、照明產品及家居器具貿易及提供
汽車維修服務為主。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時業務分為七個（二零一九年：六個）營運部門 — 鋅、鎂及鋁合金壓鑄、塑膠
注塑產品和零部件、照明產品和家居器具貿易及提供汽車維修服務。該等部門是本集團之呈報五個
分部資料的基準。本集團之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之策略業務單位。由於有關業務需要不同技術
及有不同成本計量方式，故該等分部乃獨立管理。

本集團的其他經營分部包括照明產品和家居器具的貿易及提供汽車維修服務。此等分部均未達到決
定可呈報分部的任何量化門檻。其他經營分部的資料載於「其他」一欄。

分部溢利或虧損不包括利息收入、企業收入、攤分聯營公司損失、出售附屬公司收益、出售聯營公司
收益、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淨虧損、企業開支、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

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之資料：

鋅合金壓鑄 鎂合金壓鑄 鋁合金壓鑄 塑膠注塑 其他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111,498 417,495 112,859 783,500 43,885 1,469,237

分部溢利╱（虧損） 7,616 57,905 7,558 112,054 (13,697) 171,436

折舊及攤銷 9,981 25,845 5,442 43,406 4,424 89,098

鋅合金壓鑄 鎂合金壓鑄 鋁合金壓鑄 塑膠注塑 其他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158,745 496,168 140,665 714,815 43,971 1,554,364

分部溢利╱（虧損） 6,294 41,272 5,706 71,101 (4,133) 120,240

折舊及攤銷 5,220 29,837 5,199 45,159 1,189 86,604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 722 — — 2,604 — 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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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報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之對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呈報分部總收入 1,469,237 1,554,364

不分類數目 — —

綜合收入 1,469,237 1,554,36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或虧損
呈報分部總溢利 171,436 120,240

不分類數目：
攤分聯營公司損失 (872) (810)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9 —

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350 —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淨虧損 (2,128) —

利息收入 816 747

融資成本 (6,840) (11,536)

所得稅開支 (31,295) (14,569)

企業收入 144 293

企業開支 (8,865) (7,603)

年內綜合溢利 122,755 86,762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重大項目 — 折舊及攤銷
呈報分部總折舊及攤銷 89,098 86,604

不分類數目：
企業用物業、機器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折舊 2,314 2,179

綜合折舊及攤銷 91,412 8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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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資料：

收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4,656 162,72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除外） 611,992 636,311

日本 8,763 16,969

美國 644,658 619,770

其他 79,168 118,592

綜合總數 1,469,237 1,554,364

呈列地區資料時，收入是以客戶的地區為基準。

因為除中國外之地區分部之非流動資產總金額佔所有分部之總額少於10%（二零一九年：少於10%），
所以本集團沒有按地區呈列。

 來自主要客戶之收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鋅合金壓鑄分部
客戶a 47,744 73,381

客戶b 48,913 37,432

鎂合金壓鑄分部
客戶c 41,285 46,611

客戶e 271,510 338,475

鋁合金壓鑄分部
客戶a 40,245 71,554

客戶e — 9

塑膠注塑分部
客戶b 51,774 65,901

客戶d 637,751 560,592



– 12 –

5. 其他收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816 747
保險賠償 — 733
租金收入 586 502
客戶報銷收回 4,898 12,212
供應商賠償 — 68
廢料銷售 2,401 3,823
原材料銷售 164 195
政府補助金 13,596 7,881
其他 2,694 5,323

25,155 31,484

6. 融資成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651 408
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6,189 11,128

6,840 11,536

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12,150 16,92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529) 1,776
即期稅項 — 香港以外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3,680 4,78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486) (3,727)
即期稅項 — 本年度中國股息預提稅 5,796 —

遞延稅項 11,684 (5,185)

所得稅開支 31,295 14,569

在兩級制利得稅制度下，在香港成立的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00萬港元應課稅溢利減至8.25%（二零一
九年：8.25%），而200萬港元以上的應課稅溢利之稅率為16.5%（二零一九年：16.5%）。對於其他在香
港成立的附屬公司，已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二零一九年：16.5%）的稅率計算香港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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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成立及營運之附屬公司之法定稅率為25%（二零一九年：
25%）。

集團在中國註冊的兩間附屬公司被認定為高新科技企業，獲當地稅務局給予稅務優惠，在報告期內
中國企業所得稅享有15%的稅率優惠。

海外溢利之所得稅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有營運之海外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外國投資者由二零零八年起自於中國成立之公司賺取利潤相關之股息支付
將被施加10%預提稅。該稅率有可能按適用稅務條例或安排進一步降低。

8. 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零年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港仙 

（二零一九年中期股息：無） 8,938 —

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 

（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5港仙） 17,875 31,282

26,813 31,282

於報告期間完結後，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3.0港仙，股息總額約為26,813,000港元。此股息有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下列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23,991 88,705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893,761,400 893,761,400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沒有任何攤薄股份，因此沒有呈
列每股攤薄盈利。



– 14 –

10.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90,881 340,524
票據應收款項 3,395 —

394,276 340,524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主要以信貸形式進行。信貸期一般介乎開票當月結束後30日至120日（二零一九
年：30日至120日）。每名客戶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其未償還應收款項，由董事定期
檢討過期未付結餘。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撥備）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173,159 127,728
31日至60日 108,461 95,767
61日至90日 87,624 48,495
91日至180日 21,460 68,429
180日以上 767 448

391,471 340,867
減：壞賬及呆賬撥備 (590) (343)

390,881 340,524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已收取的票據總額約3,395,000港元（2019年：無）以用作
未來應收款項的清算。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繼續確認其全部賬面值。本集團收取的所有票據的到期期
限均少於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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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按收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80,976 68,995
31日至60日 53,568 63,427
61日至90日 31,903 38,897
91日至180日 14,456 32,385
180日以上 8,416 5,310

189,319 209,014

12. 比較數字

某些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顯示方式。會計項目的新分類被認為是對本集團狀況的
更恰當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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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A) 財務回顧

二零二零年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給全球市場帶來了各種挑戰和不確定性，經濟
活動的停頓削弱了全球消費市場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的整體收入較去年輕微下跌約5.5%至1,469,237,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1,554,364,000港元）。然而，儘管本年度經營環境艱難，本集團的本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由二零一九年的88,705,000港元按年增長39.8%至
123,991,000港元，主要是由於(i)集團持續資源整合和數據系統優化降低製造費用，
從而提高了運營效率及毛利率；(ii)持續改善工藝流程和產品組合減低本集團營運成
本，導致銷售成本下降；及(iii)本集團本年度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於中國及香港獲得
的一次性公用事業和政府補貼，加上本集團在獲得有關機關許可後恢復營運的進度
理想。本集團本年度的毛利也增加約4.8%至447,30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HK$426,671,000港元），毛利率約為30.4%（二零一九年：27.4%）。

本集團的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以稅項、折舊、攤銷和融資成本前盈
利計算）為252,30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01,650,000港元）。

(B) 業務回顧

 塑膠注塑業務

受惠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各國實施隔離和社交距離措施，移動裝置及其配件的
市場需求增加，塑膠注塑業務分部的收入錄得約9.6%的增長至783,500,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714,815,000港元），約佔集團總收入的53.3%（二零一九年：46.0%）。本集團
將持續擴展其客戶組合和產品解決方案，以保持此業務分部的增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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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鎂合金壓鑄業務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本年度業務的收入下降約15.9%至417,495,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496,168,000港元），約佔集團的整體收入的28.4%（二零一九年：31.9%）。鑑
於輕量化零部件在新能源汽車中的應用漸增，本集團一貫致力開發鎂合金材料和先
進成型技術，以增加汽車和精密組件的應用，並落實鎂合金壓鑄業務在新能源汽車
未來發展的增長潛力。

 鋁合金壓鑄業務

於回顧年度內，鋁合金壓鑄業務的收入約為112,85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140,665,000港元），較上一年度減少約19.8%。此業務分部約佔本集團總收入7.7%（二
零一九年：9.0%）。本集團將繼續探索鋁合金的不同應用，以擴展其客戶基礎及擴大
市場份額。

 鋅合金壓鑄業務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消費需求低迷，本年度鋅合金壓鑄業務的收入為
111,49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58,745,000港元），較二零一九年減少約29.8%，佔本
集團總收入約7.6%（二零一九年：10.2%）。本集團將繼續擴大其客戶組合，以增加此
業務分部的收入。

 其他

與去年相比，其他業務（照明產品和家居器具貿易及提供汽車維修服務）收入減少約
0.2%至43,88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43,971,000港元）。此業務分部約佔集團總收入
3.0%（二零一九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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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展望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以及不同國家實施的後續措施影響了本集團在二零二零年
的營運，與全球疫情相關的不可預測性以及政府可能實施的任何進一步緊急預防和
控制措施，都可能為二零二一年帶來新的挑戰。但是，隨著疫苗接種計劃的逐步實
施以及市場逐漸適應疫情下的新規範，我們預期不同行業將於二零二一年展現復甦
的趨勢。本集團將繼續保持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的警覺，同時鞏固其在創新方面的競
爭優勢，尤其在輕合金材料應用和精密模具開發領域，及時為市場情況好轉時業務
反彈做好準備。

隨著中國政府加大力度和決心推動「綠色通勤」，以及旨在使中國所有新車銷售都達
致環保的目標並改善汽車的能源效益及續航力，本集團將投入更多資源進行研發，
創造更高質量的材料及先進生產技術以滿足耐用和輕材料解決方案的需求，以強化
及鞏固本集團的行業領導地位。

儘管造成了挑戰和干擾，疫情已為社會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快速過
渡至數碼化，遠程工作及學習已成為日常生活的新規範，而社交距離措施也促進了
通過電子設備進行在線通信。此外，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改善和速度的提高也鼓勵了
個人電腦的更換趨勢，尤其是對追求高級硬件升級的用戶的影響更加明顯。基於此
等因素，我們對於二零二一年的個人電腦的市場需求保持審慎樂觀。另一方面，全
球全面5G網絡的推出有望在可預見的未來支持更換智能設備的趨勢，從而帶動智能
設備的市場需求。本集團將繼續保持在研究和開發方面的努力，為智能設備的急速
發展作出貢獻。

面對國際間對環保及可持續發展日漸注重的趨勢及政府頒佈日益嚴謹的環保要求，
本集團一直致力推動綠色生產技術，預期在今年內會陸續在市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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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於二零二零年初爆發令大眾對抗疫產品的需求急增。本集團將會
應用一種不含生物殺滅劑、斥菌和安全的塑膠抗菌材料用於個人健康護理產品上。
我們會繼續開發斥菌塑膠在不同領域的應用，並為自家品牌的銷售平台創造新價值。

經過多年的努力，嘉瑞已積累對行業的觀察力及技術經驗。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
續致力透過增強我們的研發能力，專注為各行各業的客戶提供一流的產品開發解決
方案，並通過吸收和培養人才進一步豐富我們嘉瑞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我們也高
度重視與客戶建立關係，在為他們新產品開發和業務構想及時提供材料和生產技術
方面的建議，以確保制定具成本效益的執行計劃。在內部優化方面，本集團透過實
施工業4.0達到數據管理和智能製造的目標，並將應用實時分析於管理決策及提升內
部生產效率。另外，本集團尋求可以擴闊集團現有業務組合和收入來源的投資及發
展的機遇，以進一步加強本集團現有業務及財務狀況，並將通過其客戶關係和超過
四十年的實踐經驗，致力實現可持續發展。

(D)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有限制銀行存款和銀行及現金結餘約
258,66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64,087,000港元），當中大多數以美元、人民幣或港
元計值。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計息借款全為銀行貸款，總額約為153,458,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259,046,000港元）。該等借款全部以港元及歐元（二零一九年：港
元）計值，所採用的利率主要為浮動利率。將於一年內到期以及於第二至第五年到期
（包括按要求償還條款）及於第二至第五年到期（不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銀行貸款金
額分別為40,997,000港元、65,961,000港元及46,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分別為
201,532,000港元、零港元及57,514,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本集團之現金淨額（已抵押銀行存款、有限制銀
行存款（如有）以及銀行及現金結餘減去銀行總借貸）為105,203,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現金淨額為5,041,000港元），因此，淨借貸比率（以銀行借款總和減已抵押銀行
存款、有限制銀行存款（如有）和銀行及現金結餘除以權益總額之比率）不適用於本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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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467,632,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351,936,000港元），包括流動資產約901,02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889,093,000
港元）及流動負債約433,38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537,157,000港元），流動比率約為
2.1（二零一九年：1.7）。

(E) 外匯風險承擔

本集團的大部分交易均以美元、港元或人民幣進行。因此，本集團已注意到美元、
人民幣及港元匯率的波動可能引起的潛在外匯風險承擔。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其整體
外匯風險承擔以避免本集團遭受匯率風險所帶來之影響。

(F)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G)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資產作為抵押。

(H)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4,400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3,500名）。本集團之成功有賴全體僱員的表現和責任承擔，故此本集團把僱
員視作為我們的核心資產。為了吸引及保留優秀員工，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
待遇，包括退休金計劃、醫療福利和花紅獎賞。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及結構乃根據市
場趨勢、個人工作表現以及本集團的財務表現而釐定。本集團亦已採納認購股權計
劃及股份獎勵計劃，旨在向合資格僱員提供作為彼等對本集團所作出貢獻之鼓勵及
獎賞。

本集團定期舉辦多項針對不同階層員工的培訓課程，並與多間國內專上學院及外間
培訓機構合辦各種培訓計劃。除學術和技術培訓外，本集團亦舉辦了不同種類的文
娛康樂活動，其中包括新春聯誼活動、各種體育比賽和興趣班等，目的為促進各部
門員工之間的關係、建立和諧團隊精神及提倡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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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已建議向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待本公司股東在二零二一年五
月三十一日（星期一）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
八日（星期五）或前後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一）（包
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
格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
中心17M樓。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
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派末
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
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本公佈所載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以及相關附註所呈列的財務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羅
申美會計師事務所協定同意為本集團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數額。羅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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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
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而進行的核證工作，因此，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並
無就本公佈作出保證。

企業管治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
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除下文闡述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
人同時兼任。李遠發先生（「李先生」）為本公司之主席及執行董事，自梁敬國先生SBS於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辭任本公司行政總裁之職位後，暫時擔任行政總裁之職務，直
至能夠委任合適人選為止。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初維民先生（「初先生」）獲委任為本
公司行政總裁後，李先生於當日退任彼於本公司所擔任之行政總裁職位，惟李先生將繼
續擔任執行董事和董事會主席。透過初先生的委任，本公司已重新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
守則條文第A.2.1條。李先生為本公司之主席，負責領導及有效地管理董事會；而初先生
為本公司之行政總裁，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管理及監督整體業務策略的執行。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財務
報告、就委任及罷免獨立核數師以及其薪酬提供推薦建議、批准審計及審計相關服務、
監察本公司之內部財務匯報程序及管理政策，並檢討本公司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以及內部審核職能。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江啟銓先生、孫啟
烈教授BBS,JP、盧偉國博士SBS,MH,JP及陸東先生，而江啟銓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
彼為合資格會計師，於財務報告及控制擁有豐富經驗。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主要負責檢討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成與就任何
為配合本公司企業策略而擬對董事會作出的變動提供推薦建議、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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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就委任董事及董事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供意見。提名委員會成員由孫啟烈教授
BBS,JP、盧偉國博士SBS,MH, JP、陸東先生及江啟銓先生組成。提名委員會之主席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孫啟烈教授BBS,JP。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就本公司董事及高
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提供推薦意見，並因應董事會之企業方針及目標
而檢討及釐定個別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花紅獎賞及其他報酬。薪酬委員會
由孫啟烈教授BBS,JP、盧偉國博士SBS,MH,JP、陸東先生及江啟銓先生組成。薪酬委員會
之主席為孫啟烈教授BBS,JP。

風險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成立風險管理委員會，並制定其職權範圍。風險管理委員會
主要職責包括監察及檢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的過程，及對現時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
統的合適性、有效性及建議需改進的地方向董事會提出意見；向管理層就風險管理及內
部監控提供建議，及制定辨認、評估及管理重大風險因素的程序，並確保管理層履行職
責實施有效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及與本集團管理層、外聘核數師及內部審核功
能檢討本集團有關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政策及程序是否足夠以及在提交董事會批
署前審閱任何董事擬載於年度賬目內的相關聲明。風險管理委員會由本公司現任行政總
裁初先生（作為主席）及制作總監黃永銓先生、營運總監陳素華女士、營銷總監及財務及
企業策略總監（作為成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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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內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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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對客戶、供應商及股東一直以來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本人另
對年內本集團管理層及員工所付出之寶貴貢獻及盡職服務表示感謝。

承董事會命
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李遠發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李遠發先生、黃永銓先生及陳素華女
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孫啟烈教授BBS,JP、盧偉國博士SBS,MH,JP、陸東先生及
江啟銓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