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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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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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業績
收入 720,389 616,265 16.9%
毛利 205,925 183,728 12.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51,527 51,026 1.0%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110,294 111,493 (1.1%)

每股資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5.77 5.71 1.1%
–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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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720,389 616,265
銷售成本 (514,464) (432,537)

毛利 205,925 183,728
其他收入 5 16,649 13,863
註銷附屬公司虧損 (100) –
銷售及分銷開支 (15,999) (12,723)
一般及行政開支 (137,595) (118,768)
其他營運開支及收入 (3,763) 3,505

經營溢利 65,117 69,605
融資成本 6 (2,494) (4,371)
攤分聯營公司損失 (141) (513)

除稅前溢利 62,482 64,721
所得稅開支 7 (12,072) (13,903)

期內溢利 8 50,410 50,818

以下人士應佔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1,527 51,026
非控股權益 (1,117) (208)

50,410 50,818

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10(a) 5.77 5.71

– 攤薄（港仙） 10(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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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50,410 50,818

其他全面收益：

將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028) (14,114)
註銷附屬公司時從匯兌儲備撥出 (100) –

期內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1,128) (14,11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9,282 36,704

以下人士應佔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0,558 37,220
非控股權益 (1,276) (516)

49,282 3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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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14,671 519,816
使用權資產 240,884 248,214
會所會籍 718 71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8,551 8,691
預付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按金 16,679 18,464
遞延稅項資產 121 121

781,624 796,024

流動資產
存貨 220,763 180,666
退回資產之權利 87 90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 11 373,367 394,276
合約資產 16,225 12,59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5,904 47,63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07 259
即期稅項資產 2,080 6,834
有限制銀行存款 1,978 1,975
銀行及現金結餘 242,893 256,686

923,504 901,02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211,611 189,319
合約負債 17,680 14,031
退款負債 240 240
租賃負債 8,370 9,033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92,783 99,093
衍生金融工具 2,486 1,341
銀行借款 80,928 106,958
即期稅項負債 23,012 13,374

437,110 433,389

流動資產淨值 486,394 467,63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68,018 1,26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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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31,500 46,500
租賃負債 5,938 9,045
遞延稅項負債 28,803 28,803

66,241 84,348

資產淨值 1,201,777 1,179,30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9,376 89,376
儲備 1,098,359 1,074,61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187,735 1,163,990
非控股權益 14,042 15,318

權益總額 1,201,777 1,17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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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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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ox 1350,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Grand Cayman KY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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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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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撰。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二零二零年全年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
使用的會計政策（包括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
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時相同。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此等財務報表中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於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綜
合財務報表中應用的會計政策相同。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適用於其營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
頒佈並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惟對本
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並獲准提早應用。本集團於編製此等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時尚未提早採納任何新訂或經修訂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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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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產品和家居器具貿易及提供
汽車維修服務為主。

收入指於期內銷售貨品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已扣除退貨及給予客戶的折扣）。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時業務分為七個（二零二零年：七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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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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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分聯營公司虧損、企業開支、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在期內按呈報分部分類的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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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75,441 193,469 63,694 365,082 22,703 720,389

分部溢利╱（虧損） 2,444 25,088 3,732 38,522 (2,658) 6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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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47,986 210,027 48,796 286,170 23,286 616,265

分部溢利 1,668 28,311 2,994 39,753 205 7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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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呈報分部溢利之對賬：
呈報分部總溢利 67,128 72,931

不分類數目：
利息收入 684 447

攤分聯營公司損失 (141) (513)

融資成本 (2,494) (4,371)

企業開支 (2,695) (3,773)

所得稅開支 (12,072) (13,903)

期內綜合溢利 50,410 50,818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684 447

客戶報銷收回 4,108 3,673

廢料銷售 5,611 1,246

政府資助 3,499 7,618

其他 2,747 879

16,649 13,863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2,136 4,189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358 182

2,494 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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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撥備 5,940 5,855

即期稅項 – 香港以外所得稅
本期間撥備 6,132 (517)

遞延稅項 – 8,565

12,072 13,903

在兩級制利得稅制度下，在香港成立的合資格法團的首200萬港元應課稅溢利減至8.25%，而200萬港
元以上的應課稅溢利之稅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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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的稅率計算香港利得稅。其他地區的應課稅溢利稅項
支出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地的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以當地現行稅率計算。

8. 期內溢利

本集團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7,408 36,556

使用權資產折舊 7,909 5,84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1,088 510

物業、機器及設備撇銷 1,523 337

利息收入 (684) (447)

壞賬撇銷 – 63

存貨撥備回撥 – (4,415)

研發支出 19,781 1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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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期間內已付股息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3.0港仙（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 26,813 17,875

於報告期間後，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港仙（二
零二零年：1.0港仙），總額約為8,93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8,938,000港元）。於報告期間末，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宣派的中期股息並未確認為負債。

10.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51,527,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1,026,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
六個月期間已發行的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893,761,400港元計算（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893,761,400）。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沒有任何攤薄普通股股份，因
此沒有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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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366,529 390,881

票據應收款項 6,838 3,395

373,367 39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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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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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按發票日
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200,103 173,159

31日至60日 75,860 108,461

61日至90日 71,566 87,624

91日至180日 19,224 21,460

180日以上 366 767

減：壞賬及呆賬撥備 (590) (590)

366,529 39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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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一般從其供應商取得30日至90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日至90日）之信貸期。貿易
應付款項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按收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81,029 80,976

31日至60日 56,175 53,568

61日至90日 38,757 31,903

91日至180日 28,122 14,456

180日以上 7,528 8,416

211,611 189,319

13. 比較數字

某些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的顯示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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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加速了數碼化轉型，由於需要在家工作和
遠程學習，移動設備的需求激增。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期間」）的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6.9%至720,38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
年：616,265,000港元）。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毛利亦增長約12.1%至205,925,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183,728,000港元），毛利率為28.6%（二零二零年上半年29.8%）。

本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為51,52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51,026,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由於COVID-19疫情獲得一次性公用
事業和政府補貼，導致該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增加，而本期間本集
團並沒有獲得相關補貼。本集團的的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按稅前利
潤、折舊、無形資產攤銷和融資成本計算）約為110,29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111,493,000港元）。

(B) 業務回顧

 塑膠注塑業務

在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移動設備市場蓬勃發展的推動下，塑膠注塑業務的收入較去年
同期增長約27.6%至365,08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286,170,000港元）。此業務
分部對本集團總收入的貢獻也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46.4%增長至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約50.7%。由於移動設備的出貨量預期會上升，未來移動設備配件的需求將會繼續
增長。本集團將通過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以爭取更多客戶，從而獲得更多塑膠注
塑及精密產品新項目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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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鎂合金壓鑄業務

受到全球運輸及物流不穩定及筆記本電腦關鍵零部件短缺所影響，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鎂合金壓鑄業務收入減少約7.9%至193,469,000港元（2020年上半
年：210,027,000港元），約佔本集團總收入約26.9%（二零二零年上半年：34.1%）。除
筆記本電腦外殼外，本集團將繼續通過鎂合金材料改性探索鎂合金在精密零部件、
汽車及建築行業不同方面的應用，目的是擴大市場份額及擴展客戶基礎。

 鋅合金壓鑄業務

由於經濟逐步復甦，鋅合金壓鑄業務收入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約57.2%至75,441,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47,986,000港元），約佔本集團整體收入約10.5%（二零二零
年上半年：7.8%）。本集團將積極優化和改善生產技術，並推動生產自動化以提升此
業務分部的盈利能力。

 鋁合金壓鑄業務

於本期間內，由於市場對消費產品的需求上升，鋁合金壓鑄業務的收入增加約30.5%
至63,69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48,796,000港元）。此分部約佔本集團整體收
入約8.8%（二零二零年上半年：7.9%）。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鋁合金不同應用的研發，
以增加來自此業務分部的收入。

 其他

其他業務於本期間的收入（包括照明產品和家居產品貿易及提供汽車維修服務）減少
約2.5%至22,70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23,28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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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展望

進入二零二一年下半年，主要經濟體系的業務運營已適應新規範，並正在進行大規
模疫苗接種。然而，不同COVID-19變種病毒的傳播，加上持續的地緣政治緊張局
勢、國際貿易及運輸物流的不確定性，有可能會阻礙主要經濟體系的全面復蘇。在
此等情況下，本集團對業務前景保持審慎樂觀，並繼續保持財務穩健以維持長期復
蘇，同時把握新機遇鞏固其在新材料及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為客戶創造價值。

自去年中國政府宣佈在二零六零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以來，碳中和已成為中國的一
個核心話題。此為加快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提供了新動力。根據中國直到二零
二五年的「十四五規劃」，新能源汽車佔整體新車的銷量預期將從二零二零年只有5%
上升到二零二五年的20%。從去年起，新能源汽車的銷量增長率已優於汽車整體市
場，再加上汽車產業發展強調的輕量化、電動化、智能化及網聯化，帶動了本集團
在汽車零部件方面的收入按年持續上升。本集團的鎂合金材料應用到新能源汽車上，
有利於汽車實現輕量化及提升續航力，而且本集團透過現有材料改性研發出的高導
熱鎂合金更加適用於因應汽車智能化及電動化對散熱有更高要求的汽車零部件上。
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廣泛研發鎂合金材料改性方案，包括高強、高韌及高流動鎂合
金，以配合廣泛應用於汽車電器儀表配件、車身結構件、底盤配件及三電系統 – 電
池、電機及電控配件。本集團將與汽車品牌商共同深度開發大型鎂合金零部件，同
時採用大型壓鑄技術。本集團配備不同噸位的大型壓鑄機，並將繼續專注於汽車零
部件的一體成型解決方案，以簡化生產流程，從而降低成本並縮短交貨時間。此外，
本集團專利的微弧氧化（「MAO」）技術已應用於其鎂合金產品的試產。此證明了具有
優異抗腐蝕性能的環保表面處理技術獲得了市場的廣泛認可。本集團將持續投入資
源於材料改性和產品開發的創新，以加強其行業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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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各國政府的疫苗接種分配工作，員工陸續回到辦公室工作或選擇採用混合工
作模式。由於企業主張提高員工的流動性，市場對個人筆記本電腦和其他移動設備
的需求不斷增加，同時，為把握主要經濟體系經濟復蘇，個人電子品牌紛紛恢復新
品上市計劃。隨著輕量化和多樣功能性設備繼續成為個人電子產品生產商的主要關
注點，本集團將繼續與國際知名電腦品牌和手機配件品牌密切合作，推出符合消費
者需求的新產品。值得一提的是，本集團的鎂合金產品技術不僅在筆記本電腦外殼
中展現出高導熱性的散熱效果，其應用還擴展到5G基站，以降低能源損耗並延長耐
用性。隨著5G網絡的日益普及和覆蓋範圍增加，高傳輸功率基站對本集團鎂合金部
件的需求不斷增加，而本集團配置的大型壓鑄機亦可配合5G基站大型配件生產。本
集團將繼續努力將產品應用延伸至不同行業，以擴大業務規模及爭取更大市場份額。

創新（尤其是在材料及技術解決方案方面）是本集團面對瞬息萬變市場的核心競爭力
之一。本集團將3D打印技術應用於客戶新產品開發過程上，此技術令產品前期開發
的時間及成本大為縮減。本集團將繼續探索新元素以豐富其產品種類。內部方面，
本集團過去幾年在製造系統實施「工業4.0」標準以達致更高水平的數據分析，而端對
端實時生產數據管理於本集團生產線及供應鏈實施，在改善內部生產效率和成本結
構方面也取得明顯進展。長遠而言，本集團將進一步投資以加強和優化數據管理和
智能製造設置。本集團長期致力創新，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本年度將善用自身在
新材料及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和行業專長，進一步提升競爭力，穩步向前。

(D)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在財務資源管理方面採取了審慎的政策，維持適當水平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以及足夠的信貸額度以滿足日常運營和業務發展的需求，同時將借款控制在健康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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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主要營運資金來源為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及銀行借款。於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有限制銀行存款和銀行及現金結餘約244,871,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8,661,000港元），當中大多數以美元、人民幣或港
元計值。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計息借款全為銀行貸款，總額約為112,428,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3,458,000港元）。該等借款全部以港元或歐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元或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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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34,500,000港元、46,428,000港元及
31,5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40,997,000港元、65,961,000港
元及46,5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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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132,44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現金淨額105,20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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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486,39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467,632,000港元），包括流動資產約923,50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901,021,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437,11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33,389,000港元），流動比率約為2.1（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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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集團尚未訂立任
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但是，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其整體外匯風險承擔及採取合適
措施以減低本集團面對匯率波動所帶來之風險。

(F)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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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以下列資產作為抵押：(a)本集團擁有
的香港物業之一切租金轉讓；及(b)本公司及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供之企業擔保。

(H) 重大收購和出售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其任何附屬公司、聯
營公司或合資企業。

(I)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4,600名全職僱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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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將於二零
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三）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 19 –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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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中期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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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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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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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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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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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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管本公司之內部財務匯報程序及管理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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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在企業管治守則下的職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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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性、就委任董事及董事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供意見。提名委員會之成員包括孫啟烈
教授BBS, JP、盧偉國博士SBS, MH, JP、陸東先生及江啟銓先生，而孫啟烈教授BBS, JP為提
名委員會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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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啟烈教授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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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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所載之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全面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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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期內管理層及本集團員工所付出之寶貴貢獻之盡職服務表示感謝。

承董事會命
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李遠發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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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國博士工程師, SBS, MH, JP、陸
東先生及江啟銓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