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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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為1,003,3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906,000,000港元） 

 

– 毛利為134,7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22,400,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9,1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9,100,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10.22港仙（二零二零年：10.25港仙） 

 

– 董事會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二零二零年：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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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信

佳」或「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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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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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003,298 906,039 

    
銷售成本 5 (868,606) (783,610) 
  

  

毛利  134,692 122,429 

    
其他收入  876 4,67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4 7,267 (3,597) 

分銷及銷售費用 5 (31,994) (28,857) 

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5 (71,888) (57,283) 
  

  

經營溢利  38,953 37,368 
  

  

融資收入 6 621 978 

融資成本 6 (1,871) (1,195) 
  

  

融資成本－淨額   (1,250) (21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323) (2,988)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380 34,163 
    

所得稅開支 7 (4,873) (4,838) 
  

  

期內溢利  29,507 29,325 

  
  

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9,103 29,062 

非控制性權益  404 263 
  

  

  29,507 29,325 

  
  

期內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8 10.22 10.25 

  
  

– 攤薄（港仙） 8 10.21 10.25 

  
  

股息 9 17,087 1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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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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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29,507 29,325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所產生匯兌差額 (3,297) (377)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記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股權投資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201) 354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3,498) (2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6,009 29,302 

   

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5,605 29,039 

非控制性權益 404 263 

   

 26,009 2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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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7,425 300,910 

使用權資產  91,880 95,941 

商譽  3,949 3,94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3,015 26,338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7,809 7,862 

按公平值記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財務資產  5,803 6,004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76 1,950 

非流動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4,506 8,505 

     

  445,463 451,459 

     

流動資產    

存貨  392,242 344,90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79,325 401,166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72 19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585 1,106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6,0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6,547 127,790 

    

  904,871 875,157 
    

    

資產總值  1,350,334 1,326,616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451 4,430 

遞延所得稅負債  401 283 

    

  2,852 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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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48,520 331,238 

合約負債  14,595 23,206 

財務擔保合同   2,521 2,521 

應付所得稅  23,371 19,113 

租賃負債  4,252 5,107 

銀行借貸  155,500 138,550 

    

  548,759 519,735 
    

    

負債總額  551,611 524,448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股本  28,479 28,349 

其他儲備  121,873 124,347 

保留盈利  646,773 648,278 

    

  797,125 800,974 

非控制性權益  1,598 1,194 

    

權益總額  798,723 802,168 
    

    

權益及負債總額  1,350,334 1,32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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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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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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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誠如該等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 

述）一致，惟中期期間的所得稅乃使用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及採用下文所載之現行準則之修訂本除外。 

(a) 本集團採納之現有準則之修訂本 

 

以下現有準則之修訂本乃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執行，且目前與本集團相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2階段 

 

採納該等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對編製本集團會計政策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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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之新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本詮釋及年度改進。 

 

下列新訂會計準則、 現有準則之修訂本詮釋及年度改進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頒佈但尚未生效，

且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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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年度改進項目（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會計指引第5號（經修訂） 共同控制下合併的合併會計法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修訂本）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 呈列財務報表 — 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

還條款之有期貸款之分類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實踐聲明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利得税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

產銷售或注入 

待定 

 

預期上述新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本詮釋及年度改進概不會對本集團現有或未來報告期間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資料及可見將來的交易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被認定為作出策略決定之執行董事（統稱「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審閱本集團內部報

告以評估表現和分配資源並基於實體財務資料作出相關決策。  

 

本集團有兩個可呈報分類： 

 

電子產品  - 開發、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寵物相關電子產品除外） 

寵物相關產品 - 製造及分銷寵物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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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報分類向主要營運決策人提供之分類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對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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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外來客戶收益 768,726 234,572 – 1,003,298 

分類間收益 209,100 154,509 (363,609) – 

     

 977,826 389,081 (363,609) 1,003,298 

     

分類業績 25,516 15,832  41,348 

     
分類業績與期內溢利對賬如下： 

分類業績    41,348 

未分配開支 – 淨額    (10,538) 

其他收入    876 

其他收益 – 淨額    7,267 

     

經營溢利    38,953 

融資收入    621 

融資成本    (1,871)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323)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380 

所得稅開支    (4,873) 

     

期內溢利    29,507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未分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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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054 105 827 20,986 

使用權資產折舊 3,500 195 805 4,500 

添置非流動資產（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之權

益、財務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 29,729 – 12 2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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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對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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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外來客戶收益 722,615 183,424 – 906,039 

分類間收益 120,751 83,449 (204,200) – 

     

 843,366 266,873 (204,200) 906,039 

     

分類業績 32,617 12,187  44,804 

     
分類業績與期內溢利對賬如下： 

分類業績    44,804 

未分配開支 – 淨額    (8,515) 

其他收入    4,676 

其他虧損 – 淨額    (3,597) 

     

經營溢利    37,368 

融資收入    978 

融資成本    (1,19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988)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163 

所得稅開支    (4,838) 

     

期內溢利    29,325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對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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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435 167 849 16,451 

使用權資產折舊 2,674 346 1,089 4,109 

添置非流動資產（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之權

益、財務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 34,657 83 3,760 3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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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分類負債與總資產及總負債之對賬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1,129,591 115,519 1,245,110 

未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917 

使用權資產   21,41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3,015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7,80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76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585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6,000 

可收回所得稅   37 

其他投資   5,9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56 

其他未分配資產   10,842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所示資產總值   1,350,334 

    
分類負債 309,427 48,639 358,066 

未分配：    

銀行借貸   155,500 

租賃負債   2,472 

遞延所得稅負債   401 

應付所得稅   23,371 

財務擔保合同   2,521 

其他未分配負債   9,280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所示負債總額   55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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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1,121,318 75,490 1,196,808 

未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379 

使用權資產   47,65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6,338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7,862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5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106 

可收回所得稅   77 

其他投資    6,1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240 

其他未分配資產    9,003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示資產總值    1,326,616 

    
分類負債 313,472 40,245 353,717 

未分配：    

銀行借貸   138,550 

租賃負債   3,269 

遞延所得稅負債    283 

應付所得稅   19,113 

財務擔保合同   2,521 

其他未分配負債   6,995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示負債總額   524,448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按目的地國家或地區劃分之外來客戶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651,891 477,11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126,884 71,220 

日本 63,237 84,396 

德國 35,357 49,593 

法國 29,097 23,098 

英國 27,843 34,100 

台灣 26,818 113,701 

澳洲 22,611 40,319 

其他 19,560 12,499 

   

 1,003,298 90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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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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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56,651 59,254 

中國內地 269,563 278,314 

越南 87,349 77,741 

   

 413,563 415,309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外部收益約317,299,000港元（二零二零：261,784,000港元）源自兩名（二零二

零：兩名）主要客戶，佔本集團收益10%以上（二零二零年：10%）。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概無其他客戶個別佔本集團收益10%以上。  

 

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21) 8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7,288 (3,677) 

   
其他收益╱（虧損）總額－淨額 7,267 (3,597) 

     
5.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分銷及銷售費用以及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之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成本 720,938 676,98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986 16,451 

使用權資產折舊 4,500 4,109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51,443 103,445 

其他開支 74,621 68,760 

   
銷售成本、分銷及銷售費用以及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總額 972,488 86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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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收入及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下列各方之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478 35 

－自客户收取逾期利息 143 892 

－其他 – 51 

   
融資收入 621 978 

    

利息開支：   

－銀行借貸 (1,689) (925) 

－租賃負債 (182) (270) 

    
融資成本 (1,871) (1,195) 

    

    
融資成本－淨額 (1,250) (217) 

     

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以稅率16.5%（二零二零年：16.5%）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按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

現行稅率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3,802 4,811 

– 香港境外所得稅 110 –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有關之遞延所得稅 961 27 

   

 4,873 4,838 

     

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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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9,103 29,06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84,790 283,49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0.22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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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於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已轉換的情況下透過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本公司

有一類潛在攤薄普通股，即向僱員授出之購股權。就購股權而言，有關計算乃按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之金錢

價值來釐定可按公平值（以本公司股份平均市價計算）購入之股份數目。以上述方法計算之股份數目將與假設購

股權獲行使並已發行之股份數目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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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9,103 29,06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84,790 283,490 

購股權調整（千股） 338 –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85,128 283,490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10.21 10.25 

     
9.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6.0港仙 （二零二零年：6.0港仙） 17,087 17,009 

     
 

有關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期間之股息31,32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5,670,000港元）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

十七日派付。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董事會已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二零二零年：每股6.0港仙），並須於二零二

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之前派付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本中期股息為17,087,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17,009,000港元）尚未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內確認為一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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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淨額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98,837 350,610 

31至60日 27,356 7,856 

61至90日 8,328 1,836 

91至180日 166 1,371 

超過180日 6,324 6,423 

   

 341,011 368,096 

減：虧損撥備 (4,545) (4,545)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336,466 363,551 

預付賣方款項 18,664 15,048 

預付廠房及設備款項 1,506 5,095 

其他預付款項 3,921 5,028 

租金及其他按金 2,190 2,559 

應收增值稅 12,293 11,005 

可收回所得稅 37 77 

其他應收款項 8,754 7,308 

   

 383,831 409,671 

減：非流動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506) (8,505)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流動部分 379,325 401,166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所有應收貿易賬款須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30日至90日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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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85,471 259,171 

31至60日 10,182 12,396 

61至90日 1,861 6,352 

91至180日 3,001 5,256 

超過180日 8,336 5,288 

   
應付貿易賬款 308,851 288,463 

應付薪金及員工福利 18,017 19,467 

應計費用 4,131 4,694 

其他 17,521 18,614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348,520 33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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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提呈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附屬公司（合稱「信佳」或「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業績表現 

 

回顧期內，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隨著疫苗接種比例上升而逐步受控，環球市場亦開

始陸續出現復蘇跡象。然而，期內全球物料供應緊張加劇，國際海運週期大幅延長和集裝箱倉位的嚴重

緊缺干擾正常市場運作。儘管如此，信佳憑藉其多元產品組合及卓越的產品研發能力，得以繼續受惠於

大眾「宅在家」需求。此外，信佳在疫情下繼續完善越南生產據點佈局，滿足不同客戶在後疫情時代下，

冀分散供應鏈風險，對多區域產能及生產線的殷切需求，期內營業額錄得平穩增長。 

 

本集團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10.7%至1,003,300,000港元（二零二零／二一年上半年：906,000,000港元），

主要由於寵物培訓器材銷量持續上升。毛利增加10.0%至134,700,000港元（二零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122,400,000港元）。毛利率為13.4%（二零二零／二一年上半年：13.5%）。股東應佔溢利為29,100,000

港元（二零二零／二一年上半年：29,100,000港元）。純利率為2.9%（二零二零／二一年上半年：3.2%）。

每股基本盈利為10.22港仙（二零二零／二一年上半年：10.25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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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港仙（二零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中期股息將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之前派付。 

 

業務回顧 

 

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為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在回顧期內繼續是收益主要來源。期內銷售額為768,700,000港元（二零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722,600,000港元），按年增加6.4%，佔總銷售額76.6%。 

 

COVID-19令「宅在家」和在家工作變成新常態，大眾留家時間越來越長，衍生對各項家電的龐大需求，

熱潮到後疫情時期亦未有減退，帶動本集團相關電子產品銷量穩步上升。其中專業音響器材的需求在上

個財政年度下半年創新高，熱情持續至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惟需求較高位回落。值得注意的是，消費者

越見重視專業音響器材的質素，本集團已建立多元客戶組合，而專業音響器材種類繁多，相信有關產品

在未來仍會繼續受市場青睞。 

 

其他產品方面，大部份需求有所改善，此前積壓或取消的訂單亦陸續恢復，進一步推動本集團的電子產

品業務保持平穩發展。 

 

儘管疫情無可避免擾亂了全球生產物料供應鏈及航運物流服務，幸而信佳一直與不同業務夥伴保持緊密

合作，加上一直積極開拓不同地區的供應商，大大減輕因原材料供應緊張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外，本集

團於二零二零年年底開拓中國內地的訂單，充分善用東莞廠房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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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業務 

 

寵物業務期內的銷售額為234,600,000港元（二零二零／二一年上半年：183,400,000港元），按年增加27.9%，

佔總銷售額23.4%。銷售額增加乃由於在後疫情時代下，大眾已習慣於「宅在家」的生活狀態，寵物主

人便有更多時間與寵物相處，刺激寵物培訓器材銷量持續上升，帶動相關訂單持續增加所致。 

 

寵物糧食方面，本集團於去年年底在國內最大電商平台開售國產寵糧品牌「趣味日記」，銷量繼續錄得

理想增長。後疫情時期寵物主人已習慣網購，本集團繼續加強線上市場推廣及銷售，帶動中國內地及香

港的寵物糧食業務繼續錄得增長。 

 

獎項 

 

回顧期內，本集團於「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獎2020」中獲頒「環保傑出夥伴」，以表揚本集團於環

境保護，減少污染及碳排放方面的卓越貢獻。未來，本集團將繼續透過不同途徑推動環保和可持續發展，

肩負起企業社會責任。 

 

展望 

 

疫情已徹底改變大眾的生活方式，一方面為「後疫情」時代帶來不少新商機，但外圍經濟亦同時充斥著

不少挑戰，包括國際海運受疫情持續影響而仍未完全恢復正常，及環球物料供應緊張等。然而，憑藉多

元化業務發展策略、前瞻性的多區域產能佈局，及強大的創新能力，本集團有信心在面對客戶的需求轉

變同時，業務亦能繼續保持穩定地發展。 

 

雖然國際海運仍未完全回復正常，但由於本集團已與大部分客戶建立長期夥伴關係，在緊密溝通下協助

客戶解決航運問題，部份客戶選擇以空運出貨，而現時航運已有舒緩，本集團期望不久將來航運業能加

快重回正常軌道。 

 

此外，在經歷過貿易戰和COVID-19等重大事件後，更多客戶意識到分散市場及減低供應鏈風險的重要，

故對於合作夥伴是否擁有多區域產能佈局更為重視。本集團早於二零一八年已採取「中國加一」策略，

於越南建立的高度自動化廠房，而越南北寧省桂武三工業區工業園內建設超過三萬平方米的新廠房亦已

於今年十月份正式投入運作，以滿足客戶對越南更具生產成本效益的殷切需求。 

 

同時，為把握中國內循環政策帶來的機遇，本集團自去年開始著力拓展國內市場，目前接單情況穩定，

未來將繼續善用東莞廠房的產能，繼續拓展國內業務，以擴大客戶基礎和使市場分佈更均衡健康，提升

抗風險能力。本集團將同步提升中國內地和越南兩地廠房的營運效率，並將兩地的生產線靈活配合，相

信將有助進一步鞏固成本效益，並更有效地分散地緣政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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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合近年有更多客戶對與智能及與大數據相關產品的需求與日俱增，及預期未來市場對上述產品的需

求愈來愈多的大趨勢下，本集團計劃將投放更多研發資源於相關項目當中。本集團在香港貿易發展局於

今年十月份舉辦的香港秋季電子展中，就展出了數項創新科技，包括寵物臉部辨識技術、人工智 

能及人流統計軟件即服務等。同時，本集團一向積極與本地研究中心及大專院校緊密合作，在推動香港

學術及創新科技研發的發展之餘，亦能培養創科人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本集團夥拍廣東富川投資有限公司共同開發的惠州房地產項目進展順利，整個項目的發展和推進速度符

合預期；如該項目有任何新發展，本集團將適時公佈。管理層將密切關注宏觀經濟及市場趨勢，及時調

整部署來迎接新常態，帶領信佳業務更上一層樓，為客戶及股東締造長遠價值。 

 

致謝 

 

本集團的業務表現持續增長，實在有賴各業務夥伴及股東的長期支持，及全體員工在疫情期間保持警惕

和堅守崗位；本人謹代表本集團致以衷心謝意。我們將與各方攜手向前，繼續更致力為股東創造更佳的

投資價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904,9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875,200,000港元）及約為548,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519,700,000港元）。於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流動資金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1.65倍，而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為1.68倍。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資源及其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為業務經營提供資金。本集團所動用 

銀行信貸包括循環貸款、透支、租賃及定期貸款，主要按浮動利率計息。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

集團維持現金及銀行結餘於約126,5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27,800,000港元）。於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貸為155,5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38,600,000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除以總權益之百分比表示）為19.5%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7.3%）。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及負債總額分別為約1,350,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1,326,600,000港元）及551,6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524,400,000港元）。於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為約0.41倍，而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則為約0.40倍。 

本集團資產淨值由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802,2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

798,700,000港元，減少主要由於期內已付股息及全面收益總額的淨影響。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透支、貸款及貿易融資向其主要往來銀行取得銀行信貸總額約

696,5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710,500,000港元），而未動用的信貸額則為534,300,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519,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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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面臨因各種貨幣風險而產生的外匯風險，主要與人民幣、港元、美元和越南盾有關。由於港元與

美元掛鈎，本集團主要就人民幣及越南盾面臨外幣風險。本集團監察外幣風險，並將適時使用遠期外匯

合約以對沖日常業務中的外匯風險。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以對沖外幣風險。

本集團之政策為不作投機性的衍生工具交易。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合營企業權益已抵押予銀行，作為其合

營企業獲授銀行信貸的擔保。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

任何資產，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惠州佳宜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投資有資本承

擔7,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3,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就附屬公司獲授的借貸向銀行作出公司擔保162,2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138,600,000港元）作擔保。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獲授

予的銀行信貸分別提供10,000,000港元及人民幣78,000,000元的財務擔保（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相

同）。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動用的銀行信貸分別約為5,000,000港元（二零二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6,500,000港元）及人民幣78,000,000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8,000,000

元）。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評估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違約風險，並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確認財務擔

保負債總額2,52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521,000港元）。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2,896名僱員，其中69名長駐香港，其餘主要長駐中國內地及越

南。薪酬政策參考現行法例、市況及個人與公司表現定期作出檢討。除薪金及其他一般福利（如年假、

醫療保險及各類強制性退休金計劃）外，本集團亦提供教育資助津貼、酌情表現花紅及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 

 

除與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外，本公司於整個期間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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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根

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須有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截至本公

告日期，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現時由吳自豪博士身兼兩職。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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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可貫徹本集團之強勢領導，發展及執行長遠業務策略。本集團將於日後定期檢

討此安排是否有效，並於其認為適當時考慮委任個別人士擔任行政總裁。 

 

除上述偏離外，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目前或曾經於回顧年度內不遵守企業管

治守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常規，並討論（其中包括）風險管理及內部

控制系統及財務申報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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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

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向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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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港仙（二零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中期股息將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之前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該

日將不會辦理本公司任何股份過戶事宜。為符合資格獲發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及

轉讓表格，須不遲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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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以

辦理登記。 

 

於聯交所網站刊載中期業績 

 

上市規則規定之本公司所有財務及其他相關資料，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suga.com.hk)刊載。中期報告將寄交股東，並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吳自豪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吳自豪博士、馬逢安先生及吳民卓博士；非執行董事李錦雄先
生及陸永青教授；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宇銘先生、陳杰宏先生及張念坤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