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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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3）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Nationa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董事」）組成之董事會
（「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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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74,119 1,099,391
銷售成本 (328,919) (983,294)

毛利總額 45,200 116,097
其他收入 4 2,292 10,528
其他虧損－淨額 5 (51,624) (8,767)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增加 11 104,853 83,068
銷售支出 (4,156) (4,101)
行政支出 (56,098) (50,486)
財務支出 6 (36,021) (41,97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3) (14)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59,263 (3,635)

除稅前溢利 7 63,696 100,714
所得稅抵免╱（支出） 8 619 (22,486)

期內溢利 64,315 78,228

每股盈利 9
 基本 6.65港仙 7.89港仙

 攤薄 6.65港仙 7.8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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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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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15 78,228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兌換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44 54,110
 按公平價值於其他全面收入入賬之
  其他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虧損） 3,290 (14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3,334 53,97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67,649 132,198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4,354 78,260
 －非控股權益 (39) (32)

64,315 78,228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7,688 132,230
 －非控股權益 (39) (32)

67,649 13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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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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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11 4,097,970 3,946,423
物業、機器及設備 63,506 63,996
使用權資產 325,750 295,939
商譽 1,270 1,270
聯營公司權益 7,274 7,287
合營公司權益 434,311 375,048
按公平價值於其他全面收入入賬之其他資產 25,235 21,945
按攤銷成本入賬之債務工具 3,250 3,280
遞延稅項資產 5,440 5,471

4,964,006 4,720,659

流動資產
存貨 102,722 89,671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表入賬之財務資產 205,058 231,092
未售出物業存貨 67,884 68,960
可供銷售發展中物業 1,125,746 792,037
應收票據 12 748 564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3 415,996 301,675
一間聯營公司欠款 9,786 9,756
合營公司欠款 48,701 53,058
可收回稅項 1,698 111
銀行結存及現金 1,018,923 1,095,051

2,997,262 2,64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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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4 92,532 61,818
客戶按金 543,992 401,71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03,585 109,252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欠款 4,555 4,555
應付一間合營公司欠款 123,868 –
應付稅項 3,341 18,075
衍生財務工具 1,125 2,190
租賃負債 16,053 13,909
銀行貸款 1,116,319 918,731

2,005,370 1,530,245

流動資產淨額 991,892 1,111,73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955,898 5,832,38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6,590 97,017
儲備 2,494,234 2,459,7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590,824 2,556,745
非控股權益 1,425 1,464

權益總額 2,592,249 2,558,209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1,633 1,633
租賃負債 65,490 34,742
銀行貸款 3,232,894 3,173,434
遞延稅項負債 63,632 64,371

3,363,649 3,274,180

5,955,898 5,83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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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
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價值計量之若干物業及
財務工具則除外。

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所致的額外會計政策外，截至二零二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以
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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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的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租金減免

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
表現及財務狀況及╱或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概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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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手錶製造
及錶肉
貿易

物業發展
及投資 酒店營運 綜合賬目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343,281 475 30,363 374,119

業績
分部業績 5,464 88,138 10,164 103,766

銀行利息收入 1,850
未分配其他收入 4,414
未分配其他支出 (69,563)
財務支出 (36,02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3)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59,263

除稅前溢利 63,696
所得稅抵免 619

期內溢利 64,315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手錶製造
及錶肉
貿易

物業發展
及投資 酒店營運 綜合賬目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198,374 880,929 20,088 1,099,391

業績
分部業績 2,369 166,037 7,176 175,582

銀行利息收入 3,266
未分配其他收入 7,918
未分配其他支出 (40,427)
財務支出 (41,97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4)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3,635)

除稅前溢利 100,714
所得稅支出 (22,486)

期內溢利 7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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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溢利而未有攤分至中央行政成本、應佔聯營公司業
績、應佔合營公司業績、其他收入及財務支出。此乃為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申報之計量方式。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在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他地區、北美洲及歐
洲進行。

下表按客戶所處地區分析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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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及中國 362,448 192,069
北美洲 8,626 901,228
歐洲 3,045 5,686
其他 – 408

374,119 1,099,391

(4)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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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利息收入 1,850 3,266
政府補貼 – 4,110
租金減免 – 101
雜項收入 442 3,051

2,292 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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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 – 12,62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382 257
持有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表入賬之財務資產之
 公平價值變動之虧損 (52,006) (21,648)

(51,624) (8,767)

(6) 財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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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
銀行貸款及透支 44,579 62,129
租賃負債 1,450 819

借貸成本總額 46,029 62,948
減：撥作投資物業及可供銷售發展中
   物業資本之款額 (10,008) (20,972)

36,021 4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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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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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職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0,124 51,022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5,336 8,258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915 14,513
確認作支出之存貨成本 321,851 977,323
與短期租賃有關的費用 538 724

並計入╱（扣除）：

租金收入總額 30,363 20,088
減：費用 (17,308) (11,710)

租金收入淨額 13,055 8,378

(8) 所得稅抵免╱（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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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司法權區
 －本期間 (120) (21,451)

遞延稅項
 －本期間 739 (1,035)

619 (22,486)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6.5%）計算。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根據各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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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根據以下數據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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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64,354 78,260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68,357,596 991,597,235

於兩個期間內並無任何發行在外潛在之攤薄普通股，因此概無呈列每股攤薄
盈利。

(10)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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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二一年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
  （二零二零年：3.0港仙） 29,037 29,692

於報告期結束後，董事建議向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
公司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二零年：0.5港仙）。

(11) 投資物業

千港元

公平價值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3,500,552
增加 155,55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所得 169,913
於損益表確認之公平價值增加 89,949
匯兌調整 30,458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946,423
增加 46,115
於損益表確認之公平價值增加 104,853
匯兌調整 579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09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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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資物業（續）

本集團根據營業租約持有以賺取租金或作資本增值目的之全部物業權益均以
公平價值模式計算，並列作投資物業分類及入賬。

本集團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乃根據獨立
合資格專業估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仲量聯行有限公司及第一太平戴維斯
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於同日進行之估值達致，該等估值師與本集團概無
關連。

本集團位於中國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乃根據獨立
合資格專業估值師萊坊測量師行有限公司於同日進行之估值達致，該估值師
與本集團概無關連。

本集團位於英國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乃根據獨立
合資格專業估值師Savills (UK) Limited進行之估值達致，該估值師與本集團
概無關連。

本集團位於日本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乃根據獨立
合資格專業估值師CBRE K.K.進行之估值達致，該估值師與本集團概無關連。

位於香港及英國之竣工投資物業以及位於日本之土地之公平價值乃根據直接
比較法釐定，價值乃參照鄰近地區可比較物業作出評估，並就物業大小及位
置等主要特質之差異作出調整。

釐定位於香港及中國之在建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時採用殘值法，其乃基於該
等投資物業將按照最新發展計劃發展及竣工，並計及用以完成發展項目以反
映竣工發展項目之質素之建築成本。

(12) 應收票據

於報告期末，應收票據約74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64,000
港元）之賬齡為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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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之政策為向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長達30日之賒賬期。

以下為根據報告期末發票日期呈列之扣除信貸虧損撥備後之應收賬款之賬齡
分析：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0,783 28,522
31至90日 28,467 14,219
91至180日 – 5,830
180日以上 3,278 3,387

62,528 51,958

(14)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68,146 41,264
31至90日 23,822 19,538
91至180日 63 45
180日以上 501 971

92,532 6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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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決議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二零年：0.5港仙）。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374,119,000港元，而
去年同期為1,099,391,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約為
64,315,000港元，而二零二零年同期約為78,228,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物業發展及投資業務表現理想。於2021年7月2日及2021年8月27
日，本集團完成出售其與BPE Asia Real Estate Fund L.P.的合營項目香港大潭道45
號豪華發展項目的兩棟別墅，收益已計入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應佔合
營公司業績。

於2021年9月17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臨時買賣協議，以購買捷卓有限公
司的全部股本及相關股東貸款，該公司擁有位於香港白筆山道8號皇府灣26號洋
房的住宅物業。該交易於2021年10月29日完成。

同期，本集團的手錶製造及手錶配件貿易分部以及酒店營運分部的營業額及溢利
均錄得增長。

前景

儘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帶來負面影響，但本集團預計其手錶及手錶配件業務
的營業額及溢利將繼續逐步改善。

儘管本集團的精品酒店仍然受地區內與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旅行管制所限，但預
計酒店業務的入住率及租金將穩步提高。

本集團已完成香港深水灣道39號8號別墅的改建及加建工程，並開始進行室內裝
修計劃。

本集團位於南灣坊3號的豪華住宅項目的上蓋建築工程正在按計劃進行。



14

本集團位於加拿大多倫多88 Queen Street East的第三期住宅公寓的地基工程已接
近完成，上蓋建築工程即將展開。

本集團將繼續就大潭道45號餘下的三棟別墅進行營銷工作。

本集團將繼續於香港、多倫多及倫敦尋找物業投資及發展機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約為4,349,000,000港元。借貸償還
期為30年，其中約1,116,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約3,014,000,000港元須於
二至五年內償還及約219,000,000港元須於五年後償還。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1.25（二零二一年三月三
十一日：1.24），乃按本集團之長期銀行借貸約3,233,000,000港元與股東資金約
2,591,000,000港元計算得出。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總額約為1,019,000,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1,095,000,000港元）。

如去年同期，本集團擁有合理水平之現金資源及備用信貸額，提供足夠之流動資
金以應付其承擔及營運資金需要。

庫務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中86%為港元，10%為加元，2%為日
圓，1%為美元及1%為英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中60%為加元，17%為港
元，11%為美元，6%為日圓，4%為人民幣及2%為英鎊。

本集團所有借貸均為浮息借貸。本集團將審慎監察其外匯及利率風險，並在有需
要時採用遠期合約及利率掉期等財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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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本集團目前並無其他重大投資計劃。所有投資（如有）均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及內
部資源支付。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5,438,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4,898,0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及銀行存款已作為本集團銀行融資之抵押。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其他海外國家共約有220名僱
員。期內在損益內確認之職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50,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1,000,000港元）。薪酬乃參考市場水平及有關員工之
資歷釐定。薪金每年予以檢討，並視乎個人表現及本集團之盈利能力酌情發放花
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除下文所披露本公司於聯交所購買其本身股份外，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回購月份

每股面值
0.1港元
普通股

之股份數目

已付
總代價

（包括開支）
每股價格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二一年四月 1,120,000 1.06 1.04 1,191,408
二零二一年六月 8,000 1.10 1.10 8,910
二零二一年七月 1,134,000 1.10 1.06 1,221,850
二零二一年八月 1,574,000 1.07 1.04 1,690,842
二零二一年九月 440,000 1.04 1.04 459,376

4,276,000 4,57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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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遵循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惟企業管治守則第A.4.1條及A.4.2條除
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之委任須有指定任期，並須予以重選。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99條，彼等須於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並重選連任。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
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不比企業管治守則第A.4.1條寬鬆。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4.2條，每名董事（包括該等獲委任指定任期之董事）應最
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董事會認為，主席及董事總經理在制定本集團企業策略
及方向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之作用，考慮到本集團發展之穩定性及持續性，彼等
毋須輪值退任。因此，董事會相信，按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99條豁免主席及董
事總經理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其成員包括孫秉樞博士(M.B.E., J.P.)、陳
則杖先生及陳國偉先生，全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已與管理
層檢討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守則，亦曾討論核數、內部監控、風險管
理及財務報告事項。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已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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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所載規定標準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
事作出特定查詢，彼等確認於回顧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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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有權獲發中期股息之股東身份，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星
期一）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
記手續，期內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事宜。

中期股息之記錄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二）營業時間結束時。為
合資格獲發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往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及過戶辦事處卓佳
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預期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或前後支付。

刊登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所規定之一切適用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刊登在聯交所之網站(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之網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national/index.htm)。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源清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源清先生、李本智先生、李源鉅先生、李源初先生及 

衛光遠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源如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孫秉樞博士(M.B.E., J .P.)、 

陳則杖先生及陳國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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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所持主要物業一覽表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持有之主要物業詳情如下：

投資物業

地點 租期
本集團
之權益 類別

The Putman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202號

長期 100% 商業

99 Bonham
香港上環文鹹東街99、101至103號及
永樂街127號

長期 100% 商業

One96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196號

長期 100% 商業

The Jervois
香港上環蘇杭街89號

長期 100% 商業

兩幅位於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經濟技術
開發區銀凱工業園那歷路10及12號之土地

中期 100% 工業

Apartment 306, Burlington Gate,
together with Parking Space 7,
25 Cork Street, London W1S 3NB,
United Kingdom

長期 100% 住宅

Apartment 503, Burlington Gate,
together with Parking Space 49,
25 Cork Street, London W1S 3NB,
United Kingdom

長期 100% 住宅

香港淺水灣
南灣坊3號

中期 100% 住宅

香港壽臣山
深水灣道39號
8號別墅

中期 100%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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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所持主要物業一覽表（續）

可供銷售發展中物業

地點
本集團的
會計分類

本集團
之權益

佔地面積
（平方米）

住宅
（平方米）

零售及
辦公室
（平方米） 發展狀態

預計
竣工日期

88 Queen Street East,
Toronto, Ontario,
Canada

附屬公司 100% 3,197 39,701 10,360 地下工程
 接近完成

二零二四年

未售出物業存貨

地點
本集團的
會計分類

本集團
之權益

住宅
（平方米） 發展狀態

香港大潭道45號
1號屋、5號屋及6號屋

合營公司（附註） 50% 1,334 已竣工

合營公司持有的總面積： 1,334
－其中本集團應佔的面積： 667

附註：合營公司權益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賬面值佔本集團資產總額的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