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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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Professional Holdings Limited
阿爾法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48）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業績公告

Alpha Professional Holdings Limited 阿爾法企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謹此公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
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本公告中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經本公司獨立核
數師（「核數師」）審核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之綜合財務報表編製。本集團與核數
師已就本公告的內容達成一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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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 268,099 147,930
銷售成本 (261,887) (148,300)

毛利╱（虧） 6,212 (370)

其他收入 5 767 91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627) 1,07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40) (1,311)
行政費用 (19,482) (30,833)

來自經營之虧損 (14,470) (31,345)

融資成本 7(a) (130) (700)

除稅前虧損 7 (14,600) (32,045)

所得稅開支 8 (393) (1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14,993) (32,063)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 (56,525)

本年度虧損 (14,993) (88,588)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引致的匯兌差額 311 (2,135)
有關於本年度出售海外業務之重新分類調整 – 1,942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所得稅 311 (193)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扣除所得稅 (14,682) (8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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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應佔方：
本公司股東 (14,993) (88,056)
非控股權益 – (532)

(14,993) (88,588)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4,993) (31,53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56,525)

(14,993) (88,056)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扣除所得稅應佔方：
本公司股東 (14,682) (88,249)
非控股權益 – (532)

(14,682) (88,781)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扣除所得稅：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4,682) (31,62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56,624)

(14,682) (88,249)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4.8) (10.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 (19.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4.8) (29.6)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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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5,208 –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99 3,394
商譽 2,161 2,161
租賃按金 11 96 241

49,664 5,796

流動資產
存貨 52,641 12,12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66,286 119,916
可收回稅項 537 537
現金及銀行結餘 70,379 27,908

189,843 160,48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82,414 32,445
合約負債 3,847 8,943
其他借貸 – 10,000
租賃負債 949 1,735
應付稅項 484 125

87,694 53,248

流動資產淨額 102,149 107,23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1,813 113,03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21 1,608

資產淨額 150,492 111,42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91,672 329,662
儲備 (241,180) (218,239)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及權益總額 150,492 11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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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遵例聲明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適用之披露條文。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標準中概念框架的提述之修訂」及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頒佈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以編製本集團綜合財
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於本年度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標準中概念框架的提述之修訂」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本年
度及過往年度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於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不同分部管理其業務，而各業務分部乃以業務線（產品及服務）而組成。與為了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而在內部向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資料之方式一致，本集團呈列以下三個須予報告分部。組成以下須予
報告分部時並無整合不同的經營分部。

1. 奶粉及嬰兒食品貿易（「奶類產品業務」）；

2. 提供手機解決方案（「手機業務」）；及

3. 物業投資（「物業投資」）。

提供生物科技及生物基因技術服務（「生物業務」），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終止。以下分部資料
並不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的任何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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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多元化，本集團一直在探索其他行業的不同商機，以擴闊收入來源及提升本集團的業務表現。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開始及發展物業投資，因而產生一個新分部，並已納入分部報告，而截至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呈列該新分部之比較資料。

奶類產品業務之收入主要來自銷售奶粉及嬰兒食品。

手機業務之收入主要來自銷售及分銷手機及其零件。

物業投資之收入主要來自物業租賃產生的租金收入。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了評估分部表現及在各分部之間分配資源，執行董事按以下基準監察各個須予報告分部的業績、資產及
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的活動應佔
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租賃負債以及由分部直接管理之借貸。

收入及開支乃根據分部所產生的銷售以及分部動用的開支或分部應佔之資產折舊另外產生之開支，分配至
須予報告分部。

用於申報分部溢利／（虧損）之方法為「經調整EBITDA」，即「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經調整盈
利」，其中「利息」被視為包括投資收入而「折舊及攤銷」被視為包括非流動資產之減值虧損。為計量經調整
EBITDA，本集團之盈利乃對並非指定屬於個別分部之項目作出進一步調整，例如董事及核數師的薪酬以
及其他總辦事處或企業行政開支。

按收入確認時間劃分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連同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資
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為目的而向執行董事所提供與本集團須予報告分部相關之資料載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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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奶類產品業務 手機業務 物業投資 總計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按收入確認時間劃分
即時確認 227,747 38,820 – 266,567
隨時間推移 1,292 – 240 1,532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229,039 38,820 240 268,099

損益
須予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經調整EBITDA） 21,796 (22,984) (2,215) (3,403)

銀行利息收入 7
折舊 (1,556)
融資成本 (130)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 

企業利息及開支（銀行利息 

收入、折舊及融資成本除外） (9,51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 

除稅前綜合虧損 (14,600)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奶類產品業務 手機業務 物業投資 總計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報告分部資產 112,624 45,442 46,148 204,214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33,347
－其他未分配之資產 1,946

綜合資產總額 239,507

須予報告分部負債 67,559 6,114 485 74,158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14,857

綜合負債總額 8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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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奶類產品業務 手機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總計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部資料

計入分部溢利╱（虧損）或 

分部資產計量之款項：

添置非流動資產 – – 46,812 – 46,812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1,608) – – (1,608)

預付款項減值虧損 – (1,301) – – (1,301)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 – – (2,410) – (2,410)

存貸撇減 – (18,696) – – (18,696)

未計入分部溢利／（虧損）或 

分部資產計量之款項：

添置非流動資產 – – – 2,160 2,160

銀行利息收入 – 7 – – 7

折舊 (787) – – (769) (1,556)

融資成本 (23) – – (107) (130)

租賃修訂收益 – – –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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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奶類產品業務 手機業務 總計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按收入確認時間劃分
即時確認 30,481 117,343 147,824

隨時間推移 106 – 106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30,587 117,343 147,930

損益
須予報告分部溢利╱（虧損）（經調整EBITDA） 1,101 (17,802) (16,701)

銀行利息收入 3

折舊 (1,605)

融資成本 (700)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企業利息及開支（銀行利息 

收入、折舊及融資成本除外） (13,04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綜合虧損 (32,045)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奶類產品業務 手機業務 總計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報告分部資產 28,295 118,007 146,302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17,460

－其他未分配之資產 2,517

綜合資產總額 166,279

須予報告分部負債 23,815 5,678 29,493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25,363

綜合負債總額 5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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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奶類產品業務 手機業務 未分配 總計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部資料

計入分部溢利╱（虧損） 
或分部資產計量之款項：

添置非流動資產 3,681 – – 3,681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9,547) – (9,54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1,051 – 1,051

未計入分部溢利／（虧損） 
計量之款項：

銀行利息收入 – 2 1 3

折舊 (131) – (1,474) (1,605)

融資成本 (6) – (694) (7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 (50) (50)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分部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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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奶粉及嬰兒食品 227,747 30,481

手機及其零件 38,820 117,343

特許權費收入 1,292 106

投資物業租金總額 240 –

268,099 147,930

(c) 地區資料

持續經營業務

以下為(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持續經營業務收入及(ii)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
備、商譽及非流動租賃按金之地區分析。客戶所在地區按所提供服務或貨物送達所在地劃分。投資物業、物
業、廠房及設備及非流動租賃按金之地區乃基於所考慮資產的實際位置而定。就商譽而言，乃基於彼等獲
分配的經營所在地而定。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居駐地點） 1,821 13,235 2,552 3,644
澳洲 205,998 18,553 45,208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5,676 12,033 1,904 2,152
阿富汗 1,597 – – –
孟加拉 11,696 30,819 – –
塞浦路斯 15 1,090 – –
杜拜 – 20,202 – –
印度 7,162 10,148 – –
意大利 – 2,922 – –
波蘭 3,628 885 – –
俄羅斯 4,557 3,130 – –
南非 – 15,453 – –
越南 5,936 16,450 – –
其他 13 3,010 – –

268,099 147,930 49,664 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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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貢獻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收入10%或以上的客戶之收入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銷售奶粉及嬰兒食品之收入
－客戶甲 119,327 不適用 #

－客戶乙 56,915 –

－客戶丙 50,961 18,553

來自銷售及分銷手機及其零件之收入
－客戶丁 不適用 # 30,321

－客戶戊 – 20,202

－客戶己 – 15,453

備註：

# 於相關年度內，相關收入並無貢獻本集團總收入10%或以上。

4. 收入

(a)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類別劃分之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的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類別劃分
－銷售奶粉及嬰兒食品 227,747 30,481

－銷售及分銷手機及其零件 38,820 117,343

－特許權費收入 1,292 106

267,859 147,930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入
投資物業租金總額
－固定租賃付款 240 -

268,099 147,930

按收入確認時間及按區域市場劃分之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分別於附註3(a)及3(c)披露。



13

(b) 下表載列於本報告期間確認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金額，該等金額於報告期初已計入合約負債內：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報告期初計入合約負債內的已確認收入：
銷售奶粉及嬰兒食品 6,164 –

銷售及分銷手機及其零件 1,180 2,118

特許權費收入 1,093 –

8,437 2,118

(c) 預期未來將就於報告日期存續的客戶合約確認的收入

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的所有客戶銷售合約為期一年或以下。誠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
允許，就餘下未達成履約責任分配至該等合約的交易價格並未披露。

5. 其他收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7 3

政府補助（附註） 324 –

雜項收入 436 88

767 91

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成功申請由香港特區政府設立的「抗疫基金」下之「保就業」計
劃的資金援助。該資金援助旨在為企業提供財政支援，以保留其否則可能被遣散的員工。根據補貼條款，本
集團於補貼期間不得裁員並須將所有資金用於員工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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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淨額 1,683 27

租賃修訂收益 10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1,051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 (2,410) –

(627) 1,078

7.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於扣除╱（抵免）以下各項後達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其他借貸之利息 4 557

租賃負債之利息 126 143

未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利息開支總額 130 700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8,968 9,75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67 275

9,135 10,030

(c)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261,887 148,300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980 1,050

－非核數服務 450 690

折舊費用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91 307

－使用權資產 1,465 1,298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608 9,547

預付款項減值虧損 1,30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50

短期租賃開支 321 818

來自投資物業之應收租金減直接支出3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無） (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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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於損益內確認的金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本年度香港利得稅 379 –

－本年度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4 –

393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 – 18

有關持續經營業務之所得稅開支 393 18

附註：

(i) 二零二一年的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二零年：16.5%）計提撥備，惟本集團
一間附屬公司根據利得稅兩級制為合資格企業。就該附屬公司而言，首筆2百萬港元應課稅溢利以8.25%的
稅率徵稅，而其餘應課稅溢利以16.5%的稅率徵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
計提撥備。

(ii)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
稅。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就中國企
業所得稅計提撥備。

(iii)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毋須繳納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司法轄區的
任何稅項。

9.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虧損14,993,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31,531,000港元）及於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約312,169,000股（二零二零年：
297,491,000股）計算，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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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於四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264,360 305,076

因配售而發行股份的影響 47,809 –

因解除收購大君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大君國際」）而回購和解股份的 

影響 – (7,585)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2,169 297,491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港仙） (4.8) (10.6)

已終止經營業務

由於本年度並無已終止經營業務，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呈列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
股基本虧損。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來自已終
止經營業務之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56,525,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約297,491,000股計算。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虧損14,993,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88,056,000港元）及於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約312,169,000股（二零二零年：
297,491,000股）計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2,169 297,491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港仙） (4.8) (29.6)

(b) 每股攤薄虧損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及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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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附註(i)） 22,364 42,565

其他應收款項 19 150

一名關連方欠款 – 239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22,383 42,954

向供應商作出的預付款項 43,513 76,585

其他預付開支 145 81

租賃按金 337 414

其他按金 4 123

66,382 120,157

其中：
流動 66,286 119,916

非流動 96 241

66,382 120,157

除預期將於一年以後收回之租賃按金9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41,000港元）外，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於
一年內被收回或被確認為開支。

附註：

(i)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所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2,364 12,163

31至60日 – –

61至90日 – –

超過90日 – 30,402

22,364 42,565

貿易應收款項自記賬日期起計0至90日（二零二零年：0至90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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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出售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出售協議，以出售應收兩名客戶之貿易應收款
項（減值前）約5,051,000美元（相等於約39,401,000港元），現金代價為30,000,000港元。代價已於二零二零年六
月二十六日悉數收取，而是次出售於同日完成。出售貿易應收款項對本集團並無追索權。貿易應收款項減
值虧損9,401,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被確認，以反映該等貿易應收款項的可回收
性。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附註(i)） 63,154 13,209

其他應付款項 1,939 3,559

應計費用 1,857 1,629

應付利息 – 63

應付薪金 3,468 2,441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70,418 20,901

已收按金 452 –

其他應付稅項 11,544 11,544

82,414 32,445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預計於一年內獲支付或須按要求償還。

附註：

(i)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所呈列之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63,154 12,310

31至60日 – –

61至90日 – –

超過90日 – 899

63,154 1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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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獨立核數師報告

核數師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出具「除外」保留意見，其摘
錄如下：

保留意見

吾等認為，除本報告內「保留意見之基準」一節所述事宜的影響外，綜合財務報表已遵照國際會計準
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真實公平地反
映　貴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以及截至當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
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保留意見之基準

相應數字

綜合財務報表披露的相應數字乃基於　貴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核數師對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不發表意見。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貴集團已收購主要業務為從事提供生物科技及生物基因技術服務
（「生物業務」）的大君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大君國際」）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大君集團」）的全部股權
（「收購事項」）。

於吾等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審核過程中，吾等注意到　貴集團所提供的第三方
文件及資料與吾等就生物業務項下之收入交易所直接取得者存在若干不一致之處。吾等未能進行
切實可行的審核程序，以驗證吾等所獲得的文件及資料的不一致之處及未能進行令人滿意的審核
程序，以取得生物業務收入13,904,000港元及相應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結餘
14,751,000港元的發生、完整性及準確性的合理核證。此外，大君集團收購事項所產生的無形資產及
商譽分別110,943,000港元及48,430,000港元已分配至生物業務現金產生單位。已使用生物業務之現
金流量預測對公平價值作出估計。由於上文所述吾等可獲得的文件及資料不一致性及審核範圍限
制，吾等未能評估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價值及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是
否經可靠計量。概無吾等可進行之替代審核程序以讓吾等信納無形資產及商譽之賬面值、無形資產
應佔相關攤銷開支及與生物業務相關的稅項並無重大失實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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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上文所述文件及資料的不一致性，概無吾等可進行之替代審核程序以讓吾等信納截至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交易以及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與生物業務相關的資產及負
債的發生和存在性、準確性、估值情況、權利及義務、完整性、分類、披露及呈列。因此，吾等無法取
得足夠合適的審核證據，以釐定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的任
何調整是否屬必要。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公司與收購事項之賣方（「賣方」）、收購事項之擔保人
及大君國際訂立和解協議，以透過退還賣方的40,716,000股和解股份加上賣方將支付予　貴公司的
和解現金約18,804,000港元解除收購事項，且　貴公司將向賣方轉讓其於大君國際的全部法律及實
益權益（「解除事項」）。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解除事項完成後，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確認出售附屬公司虧損54,162,000港元。連同生物業務呈報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虧損2,363,000港元，生物業務之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為56,525,000港元。誠如上文所
述，由於所提供文件及資料的不一致性，概無吾等可進行之替代審核程序以讓吾等信納截至二零二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交易以及於出售日期與生物業務相關的資產及負債的發生和存在性、
準確性、估值情況、權利和義務、完整性、分類、披露及呈列。因此，吾等未能進行令人滿意的審核
程序，以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之完整性、準確性
及估值情況取得合理核證。

因此，於審核　貴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時，吾等未能取得足夠
合適的審核證據以讓吾等信納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資產、負債及儲備之期初結餘及截至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是否已公允地列報。

倘吾等獲得足夠合適的審核證據而就上述情況作出的任何必要調整將對　貴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
月一日的資產、負債及儲備之期初結餘及　貴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
及現金流量，以及於綜合財務報表的有關披露相應地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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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約為268.1百萬港元（二零二零
年：147.9百萬港元），較去年增加81.2%。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為15.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88.1百萬
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為4.8港仙（二零二零年：29.6港仙）。

相較去年，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營業績錄得改善。本集團之本年度虧損
約為15.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88.6百萬港元），較去年減少73.6百萬港元。虧損大幅減少乃主要由
於：

(i) 再無錄得截至二零二零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生物業務錄得之一次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之虧損約為56.5百萬港元（包括出售大君國際的虧損約54.2百萬港元在內），此乃非經常性的；
及

(ii) 本集團截至二零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較去年減少17.1百萬
港元，主要由於以下綜合影響：

(a) 反映奶類產品業務於截至二零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貢獻全年溢利的影響（相較去
年因該業務於二零二零年二月開展而紀錄約兩個月的利潤）；及

(b) 與截至二零二零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比，來自手機業務之虧損錄得輕微上升，該業
務業績無可避免地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影響。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約為19.5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30.8百萬
港元），較去年下跌36.8%。此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確認的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法律及專業費用和
僱員成本總額減少。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奶類產品業務及手機業務。完成收購位於澳洲的物業後（詳情載於「物業投資－持續
經營業務」一段），本公司自二零二一年二月起開始從事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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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類產品業務－持續經營業務

自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二月收購主要從事奶粉及嬰兒食品貿易之附屬公司後，本集團集中其奶類
產品業務於中國、香港及澳洲進行跨境奶粉貿易。與去年紀錄約兩個月的有關業務的利潤相比，本
年度是首個財政年度反映奶類產品業務貢獻全年溢利的影響。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奶類產品業務的收入約為229.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30.6百萬港元），其中銷售奶粉及嬰兒食
品收入約227.7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30.5百萬港元），特許權費收入約為1.3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
0.1百萬港元），以及相關毛利約22.4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8百萬港元）。須予報告分部溢利（經調
整EBITDA）約為21.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1百萬港元）。

於本年度，本集團銷售三個分別來自澳洲及新西蘭的奶粉品牌「A2」、「Bubs」（包含同名品牌及其名
下兩個成人奶粉子品牌「Capela」和「Caprilac」）以及「愛他美」的產品。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本集團銷售「A2」、「Bubs」及「愛他美」三個品牌的產品所獲得之收入分別約為155.5百萬港
元、49.9百萬港元及22.3百萬港元，分別佔銷售奶粉及嬰兒食品收入的68.3%、21.9%和9.8%。

手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

由於COVID-19疫情的原因，本年度手機業務的運營及業績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手機業務的銷售受
到了嚴重打擊，只可縮減經營。從地區看，來自杜拜以及南非的手機業務收入與去年相比各自下跌
了100%，而來自孟加拉及越南的手機業務收入則各自下跌逾60%。科技產業發展日新月異，產品生
命週期短促，手機業務在訂單和銷售量下跌的影響下，需於本年度確認存貨撇減約18.7百萬港元，
為本集團本年度業績帶來不利影響。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手機業務的收入約為
38.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17.3百萬港元），較去年下降66.9%，須予報告分部虧損（經調整EBITDA）
約為23.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7.8百萬港元）。

物業投資－持續經營業務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日，GA Australia Investment Pty Ltd（「GA Australia Investment」，一間於澳
洲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買方與一名賣方訂立買賣合約，據
此，賣方同意出售而GA Australia Investment同意收購位於152 Milperra Road, Revesby, NSW 2212,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之一塊總佔地面積約2,462平方米之地塊，及一個建於其上內部可供租用總面積
約1,906平方米之倉庫（「物業」），代價為7.5百萬澳元（「澳元」）。收購事項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五日完
成。交易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日、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四日及二零二一年
二月十五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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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五日起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物業出租予一名承租人，並為本集團
帶來租金收入約0.2百萬港元。本集團將物業初始確認為投資物業，按各報告日的公平價值計量。於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物業的公平價值為7.5百萬澳元（相等於約45.2百萬港元及佔本集團資產
總額約18.9%），造成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投資物業估值虧損約2.4百萬港元。投資
物業估值虧損正等於收購物業所產生的交易費用（包括印花稅、法律及專業費用，以及雜項開支），
而根據相關會計準則，交易費用需資本化為物業的初始成本。

財務回顧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本公司透過配售額外發行50,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籌集所
得款項總額55.0百萬港元（「配售事項」）。配售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告「配售事項及所得款項用途」一
節。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四日，香港富昕科技國際有限公司（「香港富昕」，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
司）作為賣方與薈聯管理有限公司（「薈聯管理」）作為買方訂立出售協議，據此，香港富昕同意出售
而薈聯管理同意收購金額約為5.1百萬美元的應收賬款，代價為30.0百萬港元。交易已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二十六日完成。交易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
二十六日的公告。

除透過配售事項發行股份及出售應收賬款所收取的所得款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資本開支、日常經營及投資主要由來自其經營產生之現金及金融機構之貸款提
供資金。本集團定期檢討其流動資金及財務需求。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日，本集團動用其內部資金
償還一間金融機構之貸款10.0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189.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60.5百萬港元）及
流動負債約為87.7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53.2百萬港元）。本集團流動資金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
以流動負債）為2.16倍（二零二零年：3.01倍）。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約為66.4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20.2百萬港
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上文所述出售應收賬款（減值前）約5.1百萬美元（相等於約39.4百萬港元）及
向供應商作出的預付款項減少約33.1百萬港元。隨著奶類產品業務拓展運營，(i)本集團之存貨由於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約12.1百萬港元增加至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約52.6百萬港元；
及(ii)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約32.4百萬港元增加至於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約82.4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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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維持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70.4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27.9百萬
港元），其中91.0%（二零二零年：79.5%）以港元（「港元」）或美元（「美元」）計值及8.5%（二零二零年：
19.3%）以澳元計值。現金及銀行結餘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增加約42.5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
收取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包括已收上述出售應收賬款之30.0百萬港元及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
額53.8百萬港元；部分由46.8百萬港元用作收購位於澳洲的物業及10.0百萬港元用作償還金融機構之
貸款所抵銷。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償還借貸（二零二零年：10.0百萬港元）。

本集團之策略為盡可能維持最低的資產負債比率。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
比率（通過負債淨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總額（流動負債及非流動負債總和） 89,015 54,856

減：現金及銀行結餘 (70,379) (27,908)

負債淨額 18,636 26,948

權益總額 150,492 111,423

資產負債比率 12.4% 24.2%

財資政策及財務管理

本集團的財資政策旨在確保(i)能夠滿足本集團資本承擔、投資及運營的資金需求；及(ii)能夠管理流
動資金，以確保調配資金流入以支付所有到期還款之責任，加強現金流量管理。

本集團旨在最大限度地減低其財務風險。本集團政策為不從事投機性衍生金融交易，亦不將現有資
本資源投資於具有重大風險之金融產品。

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以外幣（主要以澳元及美元）計值之交易、營運資本及投資。於截至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而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償還之對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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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密切監察本集團現有業務及未來潛在新投資產生的匯率風險，並將於適當時實施必要的
對沖安排以減輕任何重大外匯風險。

本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就其資產作任何抵押（二零二零年：無）。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無）。

重大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二零年：無）。

所持重大投資

除「物業投資—持續經營業務」一段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本集
團並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

報告期結束後事項

自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後至本公告日期，並無發生任何影響本集團並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項。

訴訟的最新情況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收到由中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出的一份日期為二零二零
年九月二十九日之執行判決（(2020)粵執複707號）之終審判決，內容有關如下裁決：

(i) 撤銷由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院」）發出的執行判決（(2019)粵03執異631號），內容針對
本公司有關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執行通知書（(2018)粵03執2033號）（「二零一九年
執行通知書」）及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執行判決（(2018)粵03執2033號之二）（「二零
一九年執行判決」）的上訴；及

(ii) 終止由法院針對本公司發出的二零一九年執行通知書的執行及二零一九年執行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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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訴訟之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及二零二零
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公告。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23名僱員（二零二零年：34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僱員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9.1百萬港元（二零二零
年：10.0百萬港元）。本集團維持具競爭力之薪酬政策。僱員薪酬包括薪金及酌情表現花紅，乃經參
考本集團之業績、市場水平以及僱員個別表現和貢獻而釐定。本集團定期檢討包括表現花紅在內之
薪酬待遇。

配售事項及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萬基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售協
議」），據此，配售代理有條件同意以本公司配售代理之身份，按竭盡所能基準促使不少於六名承配人
（「承配人」）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1.10港元認購最多50,000,000股股份（「配售股份」）。股份於二零
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即配售事項條款確定之日）的市價為每股1.25港元。

配售股份根據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的一般授權予以
配發及發行。董事認為配售事項將有利於鞏固本公司的資本基礎及股東基礎。此外，配售事項的所
得款項淨額將加強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以支持本集團的營運及業務發展。配售事項於二零二零年四
月十七日完成，合共50,000,000股配售股份已成功配售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該等承配人被視為公眾
（定義見上市規則）並獨立於本公司、董事、本集團之行政總裁及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的聯繫
人且與彼等概無關連，並由配售代理根據其於配售協議項下的責任促使認購任何配售股份的任何
個人、專業人士、機構或其他投資者（包括其最終實益擁有人）。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總額為55.0百萬
港元而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配售事項的佣金及其他開支後）約為53.8百萬港元，即淨發行價約每股
配售股份1.08港元。本集團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用作(i)一般營運資金；及(ii)於有合適機會時撥作未來
投資或新業務發展。有關配售事項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二
零年四月十七日的公告。



27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悉數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53.8百萬港元，用途如下：

(i) 20.0百萬港元用作奶類產品業務的一般營運資金；及

(ii) 約33.8百萬港元用作收購位於澳洲的物業（其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
日、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四日及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五日的公告）的部分代價。

業務發展

本集團一直以來的業務策略為(i)鞏固現有業務基礎；(ii)強化本集團之競爭優勢；及(iii)積極尋求業
務發展及多元化的機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向奶類產品業務投入一定資源和努力。作為本集團新設立之業務分部而言，奶
類產品業務於本年度內取得了良好的成績，既平衡了本集團手機業務業績的不足，也為本集團整體
業績帶來了堅實的支持，令本集團本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較去年大幅滅少。奶類產品業
務現時銷售的「愛他美」及「A2」品牌在中國大陸均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相對穩定的客戶群，本集團將
持續優化該兩個品牌的銷售策略。另外，本集團在本年度上半年開始引入銷售「Bubs」品牌產品，未
來本集團將繼續積極加強推廣，以擴大該品牌在中國的知名度及市場佔有率。針對澳洲市場，奶類
產品業務已逐步建立起較完善且穩定的供應及客戶群，未來將努力維護與供應商及客戶的關係，
尋求穩步發展。而在目標客戶上，本集團積極開拓不同的客戶群，針對成年人及老年人客戶，引入
了「Capela」和「Caprilac」品牌成人奶粉產品的銷售。同時，本集團亦積極推動產品多樣性發展，引入
「Bubs」品牌旗下新研發的嬰幼兒保健品系列產品，以滿足現有及潛在客戶的更多需求。

除現有的中國及澳洲市場外，奶類產品業務亦計劃拓展本地業務，將在香港地區引進「A2」及「Bubs」
系列奶粉產品，目前已安排旗下子公司取得相關食品進口商登記，產品引進工作仍在進行當中，預
計將於二零二一年下半年起開始進行銷售。

在手機業務方面，受二零二零年年初在全球爆發的COVID-19疫情的影響，世界各地相繼封城封國，
全球供應鏈原料採購、勞動力流動、港口運營及進出口運輸等受阻，對國際經濟造成衝擊，亦對本
集團已有訂單和待定訂單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為手機業務在本年度的運營及業績表現帶來極大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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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方面，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五日完成收購一個位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悉尼里夫斯
比(Revesby, Sydney,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的物業。該物業的主要建築物是一間內部可供租用總
面積約1,906平方米之倉庫，物業坐落於主要幹線公路旁令物業連接至澳洲悉尼商業中心區。該物業
自收購日起已出租予一名承租人，預算每年可為本集團帶來約0.3百萬澳元租金收入。倘本集團未來
於澳洲之奶類產品業務營運需要一間倉庫，物業亦可在將來改為自用倉庫。

企業策略

本集團透過持續提升業務表現及恪守其重視履行社會責任、滿足客戶需求及促進僱員發展的核心
價值觀，致力於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本集團旨在藉助持續開拓通訊技術行業之商機以維持其手機業務之發展。同時，本集團將加大力度
發展奶類產品業務，以此作為新的增長點。

展望

二零二零年COVID-19在全球爆發使世界各地經濟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挫。相比起旅遊、服務及奢侈
品行業等，嬰幼兒奶粉作為必需品，雖無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但程度有限，市場表現相對較為穩定。
相信隨著未來經濟恢復，並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奶類產品的銷售將可穩步提升。奶類產
品業務作為本集團新設立之業務分部而言，本年度表現理想，為業務開展奠定了良好基礎。預期未
來數年奶類產品業務業績將可持續維持較快增長，本集團將進一步尋求擴大其於亞洲市場（特別是
中國市場）的奶類產品銷售份額，以高品質的產品和良好的客戶體驗獲取客戶的忠誠度及拓展客戶
群。本集團亦會着力於完善產品架構，在適當時候引進更多新品牌和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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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業務方面，本集團主要是通過ODM手機代工對外進行出口。手機業務自二零一五年開展至
今，業績一度表現輝煌，不論產品出口量、銷售額以至利潤都曾經非常亮眼。但近年隨著流動通訊
技術革新，電商的普及，手機品牌公司的集中化，各地本土品牌的崛起，使得手機代工加工製造商
的競爭白熱化，廠商不斷地拼成本拼價格，加上國際政局和環境的轉變，貿易爭端的不確定性，削
弱了中小型手機生產加工廠廠商的生存空間，本集團手機業務業績也逐漸下滑。二零二零年年初
COVID-19疫情在全球爆發，對本集團手機業務的運營及業績表現造成雪上加霜的衝擊。置身於競爭
愈趨激烈的市場當中，手機業務未來所面臨的經營壓力不容小覷。本集團將繼續開源節流加強內部
管理，積極降低手機業務的運營成本，強化手機產品研發和市場開拓能力，縮短供應鏈週轉時間，
以應對外部挑戰。

於本年度，一場疫情讓全球企業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各行各業都在發生變化，企業面臨危機的
同時也見到機遇。為了提升業務表現及維持長期價值，本集團定必遵照其業務策略繼續發展，以鞏
固業務基礎、強化競爭優勢並捉緊業務發展及多元化的機遇。

由核數師出具之「除外」保留意見

出具「除外」保留意見之理由及對財務狀況之影響

茲提述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管理層討論與分析」內「由核數師所出具之不發表意見」一節及本公告
「摘錄自獨立核數師報告」一節所披露之核數師出具之「除外」保留意見。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本集團收購（「收購事項」）主要業務為從事生物業務的大君國際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大君集團」）的全部股權。

於收購大君集團後，核數師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出具
不發表意見（「二零一九年不發表意見」），原因為：

(a) 核數師未能進行切實可行的審核程序，以驗證其所獲得的文件及資料的不一致性及未能進行
令人滿意的審核程序，以取得生物業務收入及相應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
結餘約14.8百萬港元的發生、完整性及準確性的合理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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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大君集團收購事項所產生的無形資產及商譽分別約110.9百萬港元及約48.4百萬港元，核
數師未能評估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價值及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是
否經可靠計量。概無核數師可進行之替代審核程序以讓其信納無形資產及商譽之賬面值、無形
資產應佔相關攤銷開支及與生物業務相關的稅項並無重大失實陳述；及

(c) 由於上文所述獲提供文件及資料的不一致性，概無核數師可進行之替代審核程序以讓其信納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交易以及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與生物業務相關
的資產及負債的發生和存在性、準確性、估值情況、權利及義務、完整性、分類、披露及呈列。
因此，核數師無法取得足夠合適的審核證據，以釐定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的任何調整是否屬必要。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會決定通過出售大君國際解除收購事項，因此本集團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出售附屬公司虧損約54.2百萬港元。連同生物業務呈報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約2.4百萬港元，生物業務之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
損約為56.5百萬港元。

儘管大君國際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被出售，由於上文所述獲提供文件及資料
的不一致性，概無核數師可進行之替代審核程序，以讓其信納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交易以及於出售日期與生物業務相關的資產及負債的發生和存在性、準確性、估值情況、權利和
義務、完整性、分類、披露及呈列。因此，核數師未能進行令人滿意的審核程序，以就於截至二零二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之完整性、準確性及估值情況取得合理核
證，及核數師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出具不發表意見（「二
零二零年不發表意見」）。

於審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時，受二零一九年不發表意見
及二零二零年不發表意見之延伸影響，核數師未能取得足夠合適的審核證據以讓其信納本集團於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資產、負債及儲備之期初結餘及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來
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是否已公允地列報，故核數師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出具「除外」保留意見（「除外保留意見」），除外保留意見僅與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數字（只作為相應數字及比較財務資料列示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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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及審核委員會的立場

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出售大君國際完成後，大君集團已不再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故本集團
不會繼續從事生物業務。因此，本公司管理層認為除外保留意見將不會轉結至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同意管理層的立場。

解決問題的計劃

預計除外保留意見將不會轉結至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認為，透過出售大君
國際（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完成）解除收購事項乃本公司解決產生自生物業務
的問題所採取的最後階段，除出售事項外，本公司並無解決除外保留意見的進一步計劃。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整個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自二零二零年五月三日起，崔松鶴先生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並不再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
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各自之成員後，本公司未能符合
(i)上市規則第3.10(1)條項下之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規定；(ii)上市規則第3.21條項下之審核委
員會組成規定；(iii)上市規則第3.25條項下之薪酬委員會主席及組成規定；以及(iv)企業管治守則守
則條文第A.5.1條項下之提名委員會之組成規定。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八日，魏華生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
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之成員，以及易培劍先生不再為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之成員後，本公
司已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3.21及3.25條以及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5.1條項下之規定。

董事之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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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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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對每名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疇

本集團初步公告所載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內有關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認同
為與本集團於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一致。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
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核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
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之核證工作，因此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於初步公告中
作出任何保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定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八日（星期三）舉行，而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將按上市規則之規定於適當時候公告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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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一年九月三日（星期五）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八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將不予辦理。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未登記之股份持有人必須於二零二一
年九月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
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年度報告

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可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網站(http://www.hk-alpha.com)閱覽。上述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業績並不構成本公司之法定財務報表，惟摘錄自將載入在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年報內之截至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對本公司的管理團隊及全體員工對本集團的不懈努力和貢獻致以感謝。彼等
的卓越表現及奉獻對提高本公司的可持續性至關重要。本人亦藉此機會感謝股東對我們的支持和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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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熊劍瑞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於本業績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熊劍瑞先生、易培劍先生及陳澤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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