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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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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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CON GROUP LIMITED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3）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綜合
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該等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並未經本公司核
數師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259,886 219,744
銷售成本 (189,417) (164,139)  
毛利 70,469 55,605
其他收入－淨額 1,075 7,339
分銷及銷售費用 (18,524) (16,541)
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35,764) (34,248)  
經營溢利 4 17,256 12,155
融資成本 5 (941) (1,369)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315 10,786
所得稅開支 6 (3,582) (1,270)  
期內溢利 12,733 9,516  
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299 7,344
非控股權益 5,434 2,172  

12,733 9,516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8 3.6 3.7  

股息詳情於本公佈附註7披露。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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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2,733 9,516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附屬公司 (1,788) 5,19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1,788) 5,19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0,945 14,711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090 11,004

非控股權益 4,855 3,707  

10,945 1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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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611 29,107
使用權資產 6,671 6,937
無形資產 95 92
投資物業 4,581 4,623
商譽 – –
其他應收款項 2,352 2,688  

42,310 43,447  

流動資產
存貨 173,917 186,590
應收貿易賬款 9 61,720 56,868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3,168 13,871
可收回即期所得稅 234 178
現金及銀行結餘 35,135 33,525  

284,174 291,032  

資產總值 326,484 334,47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30,023 40,98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175 15,327
合約負債 3(a) 811 1,294
股東貸款 29,000 25,000
租賃負債 4,700 4,188
短期銀行借貸 60,687 69,937
即期所得稅負債 2,529 102  

141,925 156,833  

流動資產淨值 142,249 134,19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84,559 177,64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89 1,646
租賃負債 2,645 3,125  

3,934 4,771  

資產淨值 180,625 172,87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000 20,000
儲備 110,293 105,155  

130,293 125,155
非控股權益 50,332 47,720  

權益總額 180,625 17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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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除下述者外，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
應用者一致，詳見該等年度財務報表。

中期期間收入之稅項按適用於預計全年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

(a)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以下為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採納的新訂準則、現有準則
修訂本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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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此外，本集團已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後之2019冠狀病毒病之相關租金優惠。

採納上述準則及詮釋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出現任何重大變動，亦無對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b) 尚未生效的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現有準則修訂本及改進以及詮
釋。

本集團現正評估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首次應用時可能構成之影響，惟目前未能指
出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及本公司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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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期內確認之收益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電子元件、電子組件及儀器 193,312 132,022

銷售電腦產品及手機配件以及相關服務收入 41,058 52,485

銷售化妝品 25,516 35,237  

259,886 219,744  

本公司已確定執行董事（「執行董事」）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執行董事已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
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彼等亦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執行董事從產品角度進
一步考慮業務及評估三個主要業務分部之表現：(i)電子買賣業務－分銷電子元件、電子組件
及儀器；(ii)電腦業務－電腦產品、手機配件零售業務、分銷電腦產品及提供資訊科技產品及
解決方案服務；及 (iii)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透過零售店舖及網上渠道買賣、零售及分銷
化妝品。

執行董事已根據扣除企業開支及融資成本前之分部業績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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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分部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電子
買賣業務 電腦業務

化妝品
及網上

零售業務 未分類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93,312 41,058 25,516 – 259,886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點 193,312 40,877 25,516 – 259,705

－於一段時間內 – 181 – – 181     

193,312 41,058 25,516 – 259,886     

除融資成本前之分部業績 17,820 688 (1,228) (24) 17,256

融資成本 (769) (103) (69) – (941)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315

所得稅開支（附註6） (3,582) 

期內溢利 1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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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分部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電子
買賣業務 電腦業務

化妝品
及網上

零售業務 未分類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32,022 52,485 35,237 – 219,744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點 132,022 51,416 35,237 – 218,675

－於一段時間內 – 1,069 – – 1,069     

132,022 52,485 35,237 – 219,744     

除融資成本前之分部業績 5,880 3,733 2,543 (1) 12,155

融資成本 (1,037) (137) (195) – (1,369)     

除所得稅前溢利 10,786

所得稅開支（附註6） (1,270) 

期內溢利 9,516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以及截至該日止期間之添置非流動資產如下：

電子
買賣業務 電腦業務

化妝品
及網上

零售業務 未分類 本集團
（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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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資產 275,796 27,806 20,039 2,843 326,484     

負債 116,993 12,476 12,302 4,088 145,859     

添置非流動資產 1,710 849 747 – 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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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添置非流動資產如下：

電子
買賣業務 電腦業務

化妝品
及網上

零售業務 未分類 本集團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282,005 27,560 21,399 3,515 334,479     

負債 131,726 12,961 12,829 4,088 161,604     

添置非流動資產 1,456 1,565 2,321 – 5,342     

本集團之收益主要於香港、亞太地區、南非及歐洲產生。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香港（註冊國家） 114,386 129,979

亞太地區 64,006 39,569

南非 73,367 45,123

歐洲 7,571 4,089

其他國家 556 984  

259,886 219,744  

收益按客戶所在國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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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合約負債

本集團已確認下列與客戶合約有關的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與銷售電子元件、電子組件及儀器有關的合約負債 65 99

與銷售電腦產品、手機配件以及相關服務收入
有關的合約負債 587 846

與銷售化妝品有關的合約負債 159 349  

811 1,294  

(b) 就合約負債確認之收益

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合約負債（涉及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結轉
之合約負債）確認之收益為約1,082,000港元。

4. 分類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開支 189,417 164,139

僱員福利開支 27,397 25,838

無形資產攤銷 21 16

使用權資產折舊 2,878 4,568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29 813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撥備（已計入銷售成本） (11) 584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3,408 3,903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已計入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343 232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撥回（已計入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52) (377)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已計入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162 (28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已計入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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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銀行貸款之利息開支 859 1,172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82 197  

941 1,369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根據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
溢利按16.5%（二零二零年：16.5%）之稅率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
集團經營業務國家當時之稅率計算。

自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支銷╱（計入）之稅項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81 172

－海外稅項 3,848 1,564  

3,929 1,736  

遞延稅項抵免
－海外稅項 (347) (466)  

所得稅開支 3,582 1,270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三五年為止。



– 11 –

7. 股息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會議上，本公司董事宣佈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05港元（二零二零年：每股普通股 0.005港元）。於報
告日期，此中期股息並未確認為負債。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日派付予於二零二
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
利約7,29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7,34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00,000,000

股（二零二零年：200,000,00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已發行具潛在攤薄影響之
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之售貨信貸期由7日至90日不等。按到期日計算呈列之應收貿易賬款
（已扣信貸虧損值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60日 57,317 55,801

61至120日 3,797 930

121至180日 164 73

181至365日 442 64  

61,720 56,868  

於報告日期所承受之最高信貸風險為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就應收貿易賬款而言，由於
本集團客戶數目眾多，故此並無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賬款持有任何抵
押品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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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60日 24,205 33,650

61至120日 3,022 3,551

121至180日 1,159 2,550

181至365日 1,637 1,234  

30,023 4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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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於該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二億六千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去年同期」）錄得收益約二億二千萬港元增加約18.2%。

於該期間，本集團之毛利由去年同期約五千六百萬港元增加約25%至約七千萬港
元，而毛利率則上升至約 27.1%（去年同期：約 25.3%）。從本集團三大核心業務分
析，以 品牌從事電子零件，電氣元件和儀器分銷業務（「電子、電氣元件買賣業
務」）、電腦業務，當中包括 (i)以 為品牌的電腦產品及智能手機配件零售業
務（「電腦零售業務」）及 (ii)以 為品牌的電腦產品及消費品分銷業務（「電腦分銷
業務」）及以 為主要品牌的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
之毛利率分別約為28.4%、23.2%及23.4%（去年同期：分別約26.5%、22.1%及25.8%）。
本集團錄得其他收入約一百一十萬港元（去年同期：約七百三十萬港元）。去年同
期錄得的其他收入主要來自確認政府補助約六百萬港元。本集團於該期間錄得經
營溢利約一千七百三十萬港元，而去年同期溢利約一千二百二十萬港元。該期間
的經營開支總額維持約為五千四百萬港元（去年同期：約五千一百萬港元）。

在該期間，本集團的分銷及銷售費用約一千九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有關費
用約一千七百萬港元增加約 11.8%。而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則由去年同期約三千
四百萬港元上升約5.9%或約二百萬港元至約三千六百萬港元。該期間的融資成本
為約九十萬港元（去年同期：約一百四十萬港元），減少約35.7%。

基於上文所述，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七百三十萬港元（去年同期：溢利
約七百三十萬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0.036港元（去年同期：每股基本盈利0.037港
元）。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0.5港仙（去年同期：每股普通股0.5港仙），合共一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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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在該期間，本集團經營三大核心業務，即：(1)電子、電氣元件買賣業務、(2)電腦
業務，當中包括「電腦零售業務」及「電腦分銷業務」、及 (3)化妝品及網購業務。電
子、電氣元件買賣業務、電腦業務及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分別佔本集團於該期
間的總收益約74%、16%及10%。

電子、電氣元件買賣業務

香港

於該期間，電子、電氣元件買賣業務為本集團收益的主要來源，收益約為一億九
千三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一億三千二百萬港元，增加約46.2%。該期間，
全球對電子元器件的需求強勁增長。由於電子元件的交貨時間長，製造商積極下
訂單以維持足夠的庫存以供未來生產。

海外

本集團所有海外附屬公司之總收益約為九千一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約五千八百
萬港元總共增加約 56.9％。本集團在南非的附屬公司錄得收益約七千五百萬港元
（去年同期：約四千五百萬港元），增幅約為66.7%。去年同期，由於COVID-19疫情
爆發，我們在南非的主要子公司的運營幾乎暫停了2個月。儘管南非疫情控制仍
不明朗，但隨著政府放寬防疫措施，商業活動逐漸恢復。同時，我們在南非的電
器貿易業務也錄得高增長，因為斷路器的新標準推動了對電器元件的需求。

於該期間，按地區分類，香港、南非、亞太地區及其他地區的收益分別佔本集團
於該期間的總收益的44%、28%、25%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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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業務

本集團電腦零售業務於該期間錄得收益約一千萬港元（去年同期：約一千四百萬
港元），下跌約28.6％。本集團電腦分銷業務於該期間錄得收益約三千一百萬港元
（去年同期：約三千九百萬港元），減少約20.5％。去年同期，由於在家辦公和遠程
學習的安排，大眾對電腦產品及配件的需求激增。隨著COVID-19疫情逐漸得到控
制，電腦產品需求恢復到正常水平。

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

該期間，化妝品及網上零售業務的收益下降約25.7％至約二千六百萬港元（去年同
期：約三千五百萬港元）。COVID-19的爆發持續影響了該分部的收益。「口罩令」減
少了對彩妝產品的需求。社交距離和聚會限制也減少了零售客流量，商店銷售無
可避免地受到打擊。化妝品網購業務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實體零售商轉向電子
商務，市場競爭變得更加激烈。我們通過專注於高利潤率產品來增強我們的產品
組合以應對競爭。

展望

COVID-19的爆發、電子消費品需求增加和物流瓶頸共同導致電子元件嚴重短缺。
預計供需失衡將持續至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本集團對南非業務尤為樂觀，所以我
們將尋找任何可擴展我們業務的投資機會。Mantech Electronics (Proprietary) Limited 

（「Mantech」）是我們在南非的主要子公司之一，過去幾年一直在增加其庫存量。我
們相信高庫存量將受益於對電子元件的持續高需求。此外，我們預期在南非從事
電氣元件貿易業務的子公司Swan Electrical (Pty) Limited （「Swan」）和Switch Technique 

KZN Proprietary Limited （「Switch」）將會受益於新斷路器標準的推行。自二零一九年
收購Switch以來，Swan和Switch一直在創造協同效應並取得可觀的增長。兩家公司
在南非電氣行業已建立了自己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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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業務方面，本集團預計電腦產品及配件的需求將保持穩定，但閃存產品的毛
利率會因競爭激烈而受壓。儘管如此，我們的採購團隊將繼續採購獨特和特殊的
產品，以超越競爭對手。

集團預計，由於社交距離限制和「口罩令」不太可能在香港短期內解除，化妝品
業務將持續面臨壓力。為應對挑戰，我們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關閉了位於旺角的
一家分店，並將資源重新分配給在網購業務。本集團亦會投放資源在獨家經銷產
品，致力提高化妝產品的利潤率。我們將繼續密切關注情況，靈活調整策略以實
現扭虧為盈。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三千五百萬港元，而
流動資產淨值則約為一億四千二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流動比
率上升至約 2水平（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9）。於本集團的現金及銀
行結餘中，約30%及34%分別以港元及南非蘭特列值，其餘約19%、8%、5%、2%、
1%及1%的總現金及銀行結餘則分別以美元、人民幣、馬來西亞林吉特、新加坡
元、歐元及其他貨幣列值。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資源及多家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撥付其業務資金。截至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獲多家銀行提供銀行融資作透支、貸款及貿易融資之
用，總額約一億零四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一億零四百萬
港元），其中約四千三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三千四百萬港
元）結餘尚未動用。於該期間，本集團之借貸以介乎每年2.1%至7%（截至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介乎每年2.1%至9%）之利率計息。董事相信，本集團現有財務資
源足以應付其現時的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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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結餘相比，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增加約8.8%

至約六千二百萬港元，而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則減少約26.8%至約三千萬港元。
與此同時，本集團的存貨減少約7%至約一億七千四百萬港元，該期間之應收賬週
轉期、應付賬週轉期及存貨週轉期分別為42日、37日及174日（截至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分別為43日、36日及185日）。於該期間內，本集團錄得經營現金流入
淨額約二千萬港元，及銀行貸款減少約九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經營現金
流入淨額約一千一百萬港元及銀行借貸增加約二百萬港元。

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須於一年內償還之借貸總額約為九千萬港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九千五百萬港元）。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約三千五百萬港元後，本集團借貸淨額約為五千五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約六千一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權益總額約為一
億八千一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一億七千三百萬港元）。因
此，按借貸淨額除權益總額計算之本集團淨資產負債比率下降至30.2%（截至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5.5%）。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列值。鑑於港元兌人民幣之匯率一直並
極可能繼續保持穩定，加上香港政府仍然實施港元與美元掛鈎之政策，故董事認
為本集團承受之外匯風險仍屬輕微，因而本集團暫時亦沒有採取任何對沖交易
或其他替代措施。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承擔任何有關外匯合
約、利率、貨幣掉期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之重大風險。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賬面值約一千三百萬港元之物業作抵押，
作為本集團新加坡及葡萄牙附屬公司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額度之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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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僱員、培訓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海外附屬公司合共僱用388名全職
員工，並制定按表現、功績及市況釐定之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薪酬待遇一般會
定期檢討。除了薪金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強積金供款、醫療保險及個人表現花
紅（因應本集團業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發放）。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藉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通過之董事會決議案，議決宣
派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05港元（二零二
零年：每股普通股0.005港元）。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日（星期一）派付予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
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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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不遲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之辦事處，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以辦理登記手續。

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股份。截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
任何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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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該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惟下列偏
離事項除外：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須按指定任期委任及可重選連任。概無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按指定任期委任，惟彼等均可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條文，
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A.4.2，每名董
事（包括按指定任期委任之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根據本公司之公司
細則，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退任或於釐定退任董事人數時計算在內，此規
定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A.4.2。由於人事方面之延續性乃成功落實任何長期業務計
劃之主要關鍵，董事會相信，現行安排最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於該期間，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操守準則」），
有關條款不較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0標準守
則所載的標準寬鬆。在向本公司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本公司認為，董事於
該期間一直遵守上述操守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董事討論風險管
理、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偉祥博士
（主席）、Charles E. Chapman先生及古永康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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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進一步資料 

本公佈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本公司該期間
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所規定之全部資料，其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
東，並將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mobicon.com)。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各位董事及全體員工克盡己職之忠誠服務，並對客戶、
供應商、往來銀行及股東之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洪劍峯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洪劍峯博士、楊敏儀女士、洪英峯
先生及楊國樑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Charles E. Chapman先生、梁偉祥博士及
古永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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