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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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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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ENERGY GROUP INTERNATIONAL ASSETS HOLDINGS LIMITED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8）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告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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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本公告列載本公司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全文，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中有關中期業績初步公告附載資料之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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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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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提呈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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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期報告及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連同比較數字。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2中期報告 2021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成衣及運動服裝的採購、分包、市場推廣及銷售（「成衣業務」）、
物業投資（即「物業業務」）及提供市場推廣服務（即「市場推廣業務」）。

成衣業務

本集團於中國經營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採購、分包及貿易業務，並出口至海外市

場。自二零一七年十二月起，本集團已開始將非洲傳統服飾最常用的布料蠟染布

出口至非洲。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本集團已將成衣業務擴展至於香港採購、分包、設計、銷

售及分銷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特別是經營附有意大利品牌「ACCAPI」旗下的授權

產品，以及香港品牌「Super X」旗下的運動服裝分銷（「ACCAPI業務」）。

物業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六個位於中國的投資物業及五個位於香港

的投資物業（包括三個停車位）作為產生租金收入用途（「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除其中一個停車位外，餘下所有投資物業已全數租出。於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的投資物業的價值約為119,200,000港元。

市場推廣及宣傳服務

於二零二零年，憑藉本集團成衣業務的市場推廣部門於推廣其授權品牌ACCAPI

及Super X的經驗，本集團已開始向外部客戶及一間關連公司在線上及線下平台

提供市場推廣及宣傳服務。本公司拓展其市場推廣部門，目標為提供包括市場分

析、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規劃、新產品推出、產品發展及市場定位、設立及管理

線上商店、廣告及宣傳物材料設計、產品包裝設計以及實體及線上商店陳列等服

務。市場推廣部門亦從事為外部客戶組織週年大會、產品推出或市場推廣會議、

路演及展覽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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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113,800,000港元，

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08,500,000港元增加約 5,300,000

港元 (4.9%)。來自成衣業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92,100,000港元，增加約6,300,000港元 (6.8%)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98,4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品牌業務因訂單數量不斷增加而擴張。來

自物業業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200,000港元，減

少約9.1%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000,000港元。

來自市場推廣業務的收益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13,400,000

港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同期的14,200,000港元減少5.6%。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成衣業務錄得毛利約為

12,7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4,000,000港元減

少約 1,300,000港元 (9.3%)。成衣業務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毛利率約為 12.9%，而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約為 15.3%。有關

減少乃由於期內較高毛利率的產品訂單輕微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物業業務錄得毛利約為

2,0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200,000港元減少約

9.1%。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市場推廣業務錄得毛利約為

3,4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同期的3,900,000港元減少

12.8%。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3,300,000港元減少約

42.4%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900,000港元。有關減少乃主

要由於銷售開支的員工成本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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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7,800,000港元減少約 24.4%

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5,900,000港元。減少乃主要由於與多

項潛在收購項目相關的法律及專業費用減少及本集團重組後員工成本減少所致。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變動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變動約700,000港元，為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的物業公允值調整。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900,000港元減少約 89.5%

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應付一間

關聯公司款項利息及銀行借款減少以供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之用所致。

前景

近日，本集團已將成衣業務擴展至在香港及中國採購、設計、銷售及分銷成衣及

運動服裝產品，特別是意大利品牌「ACCAPI」旗下的授權產品及香港品牌「Super 

X」旗下的運動服裝分銷。本集團將繼續擴展其貿易業務包括產品種類、開發及探

索毛利率較高的產品、拓展其分銷渠道及客戶群以及開發全球市場。

於二零二零年，本公司透過拓展其市場推廣部門，目標為提供包括市場分析、市

場推廣及宣傳活動規劃、新產品推出、產品發展及市場定位、設立及管理線上商

店、廣告及宣傳物材料設計、產品包裝設計以及實體及線上商店陳列等服務，開

始提供市場推廣業務。市場推廣部門亦從事為外部客戶組織週年大會、產品推出

或市場推廣會議、路演及展覽等活動。

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新業務機會，使其業務更多元化，以為本公司股東帶來最佳回

報。董事會相信，本集團的業務將逐步增長，而本公司將能夠繼續維持股份於聯

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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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財務比率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資金及債務融資

為其業務及投資提供資金。

現金狀況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 24,900,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7,600,000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款合共約為156,600,000港
元，即股東借款約 156,600,000港元。約 156,600,000港元之銀行及其他借款須
於一年內或按要求悉數償還。

槓桿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比率約為 2.61，而於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0.86。流動比率改善乃主要由於貿易及其他應收

賬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連同應付一名股東款項減少的影響。本集團於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0.0%（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34.7%），乃根據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款零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 156,600,000港元）及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約324,1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116,300,000港元）計算。資產負債比率減少乃主要由於銀行及其他

借款減少所致。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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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我們之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貿易應收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應收貸款、現金

及現金等值物、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租賃負債。我們的業務營運中亦產生多項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我們的金融工具主要受外匯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

險影響。我們致力減低此等風險，從而盡量提高投資回報。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美元」）計
值。鑒於該等貨幣之間的匯率穩定，董事認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並無重大外匯風險。本集團透過定期檢討本集團的外匯淨額風險管理

其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訂立貨幣對沖安排以減低匯率波動的影響。於截至二

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遠期外匯或對

沖合約。本集團將繼續評估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於適當時採取行動。

信貸風險

本集團所面對的信貸風險一般來自成衣業務、物業業務以及巿場推廣業務過程中

的對手方風險。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及貿易應付

賬款分別約 184,500,000港元及 93,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54,900,000港元及約 70,100,000港元）。本集團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

保於信貸期內結清所有應收及應付賬款。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缺乏資金償還到期負債的風險，可能因金融資產及負債的金額或

時間存在錯配而出現。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目標為：(1)維持本集團支撐主

要業務的流動資金；(2)預測現金流量、及時監控現金及銀行結餘狀況；及 (3)評估

融資的需要，及如有必要，取得借款，以確保本集團維持足夠流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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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銀行及其他借款（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56,600,000港元）以港元計值。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乃按浮動利率計息，而股東借

款及關連公司借款則按固定利率計息。本集團所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乃主要以

美元、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匯及利率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

管理層會不時監察外匯及利率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及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持賬面總值約為 116,000,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16,700,000港元）位於香港及中國之投資物業與租賃土地及

樓宇已抵押作為第一法定押記，以為本集團獲取銀行融資。

來自供股的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的公告、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

日的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二日的招股章程，內容有關按於二零二一年七

月三十日所持有的每一股本公司股份可獲三股供股股份（「供股股份」）的基準進行
供股（「供股」）。供股股份的總面值為5,737,876.62港元。供股於二零二一年八月

二十三日成為無條件，且已扣減專業費用及其他相關開支後供股所籌集的所得款

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98,200,000港元，按此計算，每股供股股份的淨

價格約為0.3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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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完成日期起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期間已按以下方式應用所收取的所

得款項淨額：

所得款項淨額：
所得款項
擬定用途

自供股成為
無條件日期起
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的所得款項
實際用途 尚未動用金額

動用餘下
所得款項淨額的
預期時間表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償還結欠一名股東貸款 160,500 160,500 — —

償還銀行借款及一般營運資金 37,735 19,401 18,334

由二零二一年

十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總計 198,235 179,901 18,334
   

任何並未即時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已存置於持牌銀行的短期存款內或投資於短期

投資產品，以產生更高的回報。

附註：

動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表乃基於本公司經考慮（其中包括）現行及未來市況以及業務發展及需

要的最佳估計，並因此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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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

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經營分部資料

有關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分部資料詳情，載於本

中期報告中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及訴訟

本公司已就其附屬公司之銀行融資簽立擔保。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該等已

動用融資金額約為 12,1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9,700,000港
元）。

除上述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或尚未了

結之訴訟。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有 42名僱員（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44名僱員）。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
金）合共約為 3,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6,300,000
港元）。薪酬主要包括公積金供款、保險及標準醫療福利。董事酬金乃由本公司薪

酬委員會根據本公司經營業績、個別人員之表現及可比較之市場數據釐定。本集

團亦為管理層及員工採納一項年度酌情花紅計劃，惟須視乎本集團業績及個別僱

員之表現而釐定。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向董事及僱員授出尚未

行使之購股權，以向合資格僱員就彼等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提供獎勵或報酬。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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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已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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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購回、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已上市證券。

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生效，除非以其他方式註
銷或修訂，將自該日起維持有效 10年。可授出購股權涉及之最高股份數目不得超

過採納購股權計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10%。每次接納授出須支付 1港元之

名義代價。授出購股權之行使期由董事會釐定，由特定日期開始並於不遲於授出

購股權當日起 10年屆滿。行使價將由董事會釐定，惟不得低於以下最高者：(i)授

出日期（必須為交易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ii)緊接授出

日期前五個交易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本公司股份之平均收市價；及 (iii)本公司

股份之面值。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根據上述計劃授出或行使任何購股

權，而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亦無任何尚未行使購股權。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中擁有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 7及 8分部須知會本

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 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內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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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或主要
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有
已發行

股份數目

佔已
發行股本
百分比

張金兵先生（「張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附註）

552,238,938

（附註）

72.18%

附註：

張先生為Always Profit Development Limited（「Always Profit」）的唯一實益擁有人。張先生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被視為於Always Profit持有之546,448,493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另

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權益

據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人士（董事或

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有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概約百分比

Always Profit 實益擁有人 552,238,938 72.18%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

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

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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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

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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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

詢，本公司已確認所有董事均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本公司亦已制定高級管理層及僱員買賣本公司證券時須嚴格遵守之若干方面的書

面指引。本公司亦於年度業績公佈前 60天及中期業績公佈前 30天，通知全體董

事、高級管理層及有關僱員遵守有關根據上述守則及指引買賣本公司證券之限制。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責任包括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
告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事務。審核委員會已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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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並認為有關報表根據法律規定

及適用會計準則妥為編製。審核委員會現時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曉東先生

（主席）、趙漢根先生及楊彥莉女士。

承董事會命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金兵

香港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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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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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13,821 108,480

銷售成本 (95,799) (88,408)
  

毛利 18,022 20,072
其他收益淨額 5 168 764
其他收入 5 35 2,21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76) (3,313)

行政開支 (5,861) (7,769)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減值虧損，

 扣除撥回 (317) 68

租賃物業裝修減值虧損 — (258)

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 — (1,01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687 (312)
  

經營溢利 10,858 10,452
財務費用 6 (182) (1,855)

  
除稅前溢利 8 10,676 8,597
所得稅開支 10 (1,361) (961)

  

期內溢利 9,315 7,63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異 241 214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自用土地及樓宇之重新估值虧損 — (49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9,556 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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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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315 6,590

非控股權益 — 1,046
  

9,315 7,63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556 6,220

非控股權益 — 1,132
  

9,556 7,352
  

每股盈利 11 （經重列）

－基本（港仙） 2.93 4.13
  

（經重列）

－攤薄（港仙） 2.93 4.13
  

隨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份。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15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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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36,092 36,887

投資物業 14 119,158 118,471

使用權資產 13 390 650

租金按金 — 680
  

155,640 156,688
  

流動資產
存貨 32,239 27,32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5 206,302 172,693

應收貸款 16 16,500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4,869 7,609
  

279,910 207,630
  

資產總值 435,550 364,318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7,651 95,631

儲備 316,402 20,631
  

權益總額 324,053 11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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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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413

應收或然代價 547 547

已收租金按金 175 771

遞延稅項負債 3,654 3,654
  

4,376 5,38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8 98,676 73,934

合約負債 962 4,825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19 — 156,627

租賃負債 1,405 1,953

應付稅項 6,078 5,332
  

107,121 242,671
  

負債總額 111,497 248,056
  

權益及負債總額 435,550 364,318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72,789 (35,04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28,429 121,647
  

隨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份。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1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綜合

賬目儲備
中國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繳入

盈餘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累計虧損 )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77,540 66,894 10,070 2,214 226 (54) 10,254 — — (135,692) 31,452 1,516 32,968

期內溢利 — — — — — — — — — 6,590 6,590 1,046 7,636

其他全面收益 — — (498) — — 128 — — — — (370) 86 (28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498) — — 128 — — — 6,590 6,220 1,132 7,352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77,540 66,894 9,572 2,214 226 74 10,254 — — (129,102) 37,672 2,648 40,320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95,631 129,957 11,373 2,214 821 263 10,254 — (5,578) (128,673) 116,262 — 116,262

期內溢利 — — — — — — — — — 9,315 9,315 — 9,31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 241 — — — — 241 — 24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41 — — — 9,315 9,556 — 9,556

資本重組 (93,718) (129,957) — — — — — 93,718 — 129,957 — — —

根據供股發行股份 5,738 195,088 — — — — — — — — 200,826 — 200,826

供股之交易成本 — (2,591) — — — — — — — — (2,591) — (2,591)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7,651 192,497 11,373 2,214 821 504 10,254 93,718 (5,578) 10,599 324,053 — 324,053

             

隨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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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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流量淨額 (23,437) (5,944)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1 1
已收按金 — 500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現金流出淨額 — (343)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1 158

  
融資活動
銀行借款及透支利息 (160) (522)
租賃負債利息 (22) (112)
來自一名股東之貸款所得款項 — 38,491
償還來自一名股東之貸款 (156,627) (57,086)
償還來自一名關連方之貸款 — (18,364)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 61,594
償還銀行借款 — (11,000)
償還租賃負債 (961) (298)
根據供股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200,826 —
供股交易成本 (2,591) —

  
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40,465 12,70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增加淨額 17,029 6,917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7,609 12,272
匯率變動之影響 231 101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4,869 19,29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4,869 19,290

  

隨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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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19

1. 一般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採購、分包、市場推廣及銷售、物業投

資以及提供市場推廣服務。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香港九龍紅磡鶴翔街 1
號維港中心第一座5樓 13室。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除非另有說明，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千港元為單位。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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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

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詳情載於

附註3。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須之全部資料及披露，並須與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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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會計政策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於本集團的本會計

期間首次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該等發展概無對本集團於本中期財務報告所編製或呈列之當前或過往期間之

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

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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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和中國經營以下業務分部：

i. 成衣業務－銷售成衣予本地及海外客戶

 本集團於交付售予客戶的貨品時達成其履約責任。

ii. 物業投資－投資及出租物業

iii. 市場推廣服務－提供市場推廣服務。

本集團籌辦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本集團於完成活動時達成其履約責

任。此外，本集團亦於廣泛線上渠道為客戶特定的宣傳產品提供推廣

服務。本集團於宣傳產品發佈至線上渠道時達成其履約責任。

分部損益指在未有分配作企業用途之中央行政成本、融資成本及專業費用之

情況下各分部之損益。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使用權資產、存貨、貿易

應收賬款、租賃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分部資產不包括若干現金

及現金等值物以及作企業職能之用的資產。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合

約負債、已收租賃按金及租賃負債。分部負債不包括作企業職能之用的負債

（如應付稅項、應付或然代價、應付一名股東款項以及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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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下表分別呈列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

分部之收益及溢利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成衣業務 物業投資 市場推廣服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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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銷售成衣：

  於某個時間點

   確認

  －非洲 51,499 — — 51,499

  －香港 46,909 — — 46,909

－市場推廣服務收入：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中國 — — 13,409 13,409

－租金收入：

  －香港 — 1,064 — 1,064

  －中國 — 940 — 940
    

98,408 2,004 13,409 113,821
    

分部經營溢利 9,187 1,592 2,375 13,154

未分配企業支出 (2,296)
 

經營溢利 10,858

財務費用 (182)
 

除稅前溢利 10,676

所得稅開支 (1,361)
 

期內溢利 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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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成衣業務 物業投資 市場推廣服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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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銷售成衣：

  於某個時間點

   確認

  －非洲 33,496 — — 33,496

  －香港 58,582 — — 58,582

－市場推廣服務收入：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中國 — — 14,241 14,241

－租金收入：

  －香港 — 1,046 — 1,046

  －中國 — 1,115 — 1,115
    

92,078 2,161 14,241 108,480
    

分部經營溢利 6,914 1,842 3,125 11,881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237

未分配企業收益 874

未分配企業支出 (2,540)
 

經營溢利 10,452

財務費用 (1,855)
 

除稅前溢利 8,597

所得稅開支 (961)
 

期內溢利 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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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下表分別呈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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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營分部之資產及負債資料：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成衣業務 物業投資 市場推廣服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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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244,811 121,468 27,836 394,115

未分配資產 41,435
 

資產總值 435,550
 

分部負債 91,581 360 8,031 99,972

未分配負債 1,246

應付或然代價 547

應付稅項 6,078

遞延稅項負債 3,654
 

負債總額 11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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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衣業務 物業投資 市場推廣服務 總計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18,171 119,823 24,774 362,768

未分配資產 1,550
 

資產總值 364,318
 

分部負債 71,806 771 7,696 80,273

未分配負債 1,623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156,627

應付或然代價 547

應付稅項 5,332

遞延稅項負債 3,654
 

負債總額 248,056
 

按地區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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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51,499 33,496

香港 47,973 59,628

中國 14,349 15,356
  

113,821 10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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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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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益淨額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237
 匯兌收益淨額 168 527

  
168 764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 1
 政府補貼 — 840
 佣金收入 — 450
 管理費收入 — 247
 其他 34 678

  
35 2,216

  

6. 財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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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借款及透支之利息 160 522
租賃負債之利息 22 112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貸款之利息（附註） — 1,221

  
182 1,855

  

附註：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應付予本公司當時之直接控股公司國能香港有限公司（「國能香
港」）的為數約125,087,000港元及相關利息已根據法院命令須支付予本集團一間關連公司。

利息開支乃根據與國能香港簽訂按合約利率介乎零至 4.25%的貸款協議計算，而截至二零
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利率介乎4.25%至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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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本公司訂立協議以出售附屬公司Union Beauty Limited
（「Union Beauty」），代價為10,000港元。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
日完成。

Union Beauty持有聯德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之 100%權益，並已隨著Union 
Beauty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完成出售後同時售出。

於出售日期附屬公司應佔的資產及負債總金額如下：

千港元

其他應收賬款及已付按金 9,949
銀行結餘及現金 353
其他應付賬款及已收按金 (10,529)

 
所出售資產淨值 (227)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237

 
總代價 10

 
出售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
所得銀行結餘及現金 10
出售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353)

 
(343)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出售附屬公司對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出售事項前的業績及現金流量的貢獻並不重
大。

8.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扣除以下收支後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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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出存貨成本 95,799 88,40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95 881
使用權資產折舊 260 907
法律及專業費用 469 28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9） 3,596 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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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員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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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3,467 6,056
退休福利成本 129 201

  
3,596 6,257

  

10. 所得稅開支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 2,000,000港元溢利的稅率為
8.25%，而超過2,000,000港元溢利的稅率為 16.5%。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
資格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劃一稅率16.5%課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
屬公司的稅率為25%。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未動用稅項虧損約192,35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197,091,000港元），可無限期抵銷可能結轉的未來溢利。

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經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9,315 6,590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附註1） 318,060 159,734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2.93 4.13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2.93 4.13

  

附註：

1.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已經調整以追溯反映於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完成的資本重組及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完成的供股（附註17）。

2. 期內並無尚未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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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

年：零）。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購置廠房及設備（二零二

零年：零）。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新租賃協議。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二零二零年：減值虧損約

258,000港元及 1,016,000港元）減值虧損於期內就一間零售店的租賃物業裝

修及使用權資產在損益中確認，原因為其可收回金額超過其由本公司董事估

計的賬面值。

按公平值計量之自用土地及樓宇的估值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由本公司

董事按照本集團之獨立估值師於二零二一年三月進行估值時所用之相同估值

技術更新。

由於更新，就自用的土地及樓宇而言，期內其他全面收益中並無確認收益或

虧損（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淨額498,000港元）。

14. 投資物業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年初 118,471 121,785
期內╱年內計入損益之公平值變動 687 (3,314)

  
期末╱年末 119,158 118,471

  

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的估值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由本公司董事按

照本集團之獨立估值師於二零二一年三月進行估值時所用之相同估值技術更

新。

由於作出更新，就投資物業而言，溢利淨額約 687,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淨額約312,000港元）已於期內在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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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88,348 158,369
減：信貸虧損撥備 (3,820) (3,503)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184,528 154,866

  
貿易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淨額 20,803 17,285
預付款項 104 278
租金、水電及雜項按金 867 264

  
21,774 17,827

  
總額 206,302 172,693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根據發票日期劃分，並扣除信貸虧損撥備）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41,176 15,823
1至 3個月 38,884 34,160
3至 6個 33,861 68,053
超過6個月 70,607 36,830

  
184,528 154,866

  

貿易應收賬款均以美元（「美元」）、港元及人民幣（「人民幣」）（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計值。

本集團大部份海外客戶銷售一般以發票日期起計記賬 120日（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120日）方式進行。授予本地客戶的信貸期為90日（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90日）。授予市場推廣服務客戶的信貸期介乎完成日期起計
0至 5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0至 5日），並於發票日期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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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收貸款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予一名獨立第三方 16,500 —
  

根據一份由本集團與借款人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訂立的貸款協議，應收

貸款 16,500,000港元自上述貸款協議日期起計三個月內每月按月利率 2%計

息，並由借款人的董事提供個人擔保作抵押。

17. 股本

股份數目 普通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0,000 300,000

資本重組（附註 i） 27,000,000,000 —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956,312,771 95,631

發行股份

 －資本重組（附註 i） (765,050,217) (93,718)

 －根據供股發行股份（附註 ii） 573,787,662 5,738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765,050,216 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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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續）
附註：

(i)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落實進行資本重組（「資本重組」），其中涉及下列各
項：

(a) 將每五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的已發行及未發行現有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 0.50港
元的股份（「股份合併」）；

(b) 於股份合併後，透過註銷本公司每股已發行股份0.49港元的繳足股本，致使本公司
的已發行股本面值由每股0.50港元削減至每股0.01港元（「股本削減」）；及

(c) 緊隨股本削減後，每股獲授權但未發行發行面值 0.50港元被拆細為 50股每股面值
為 0.01港元的新股份。緊隨股本削減生效後，已發行新股份將在所有方面與其他股
份具同等地位。

因股本削減而產生的進賬約 93,718,000港元已扣除自股本增加，並轉撥至本公司的實繳盈
餘賬賬（連同削減股份溢價賬所產生金額以及因註銷股份合併所產生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
之任何零碎股份而可能產生之任何進賬），已由董事會悉數用於抵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

資本重組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的公告及日
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的通函內。

(ii)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根據供股按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每持有一股股份
可獲發三股供股股份之基準發行及配發 573,787,662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認購
價為每股供股股份0.35港元，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二日的招股章程及日期
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的公告內披露。

(iii)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之股息，並有權於本公司大會上就每股投一票。就本公司
之剩餘資產而言，所有普通股均享有同等權益。

18.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81,235 60,385
應付票據 12,081 9,698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93,316 70,083

  
已收租金按金 596 —

應計費用 3,155 3,145
其他應付賬款 1,609 706

  
5,360 3,851

  
總額 98,676 7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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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續）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進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26,796 9,342

1至 3個月 16,653 30,422

3至 6個 11,211 16,780

超過6個月 38,656 13,539
  

93,316 70,083
  

所有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

就向海外供應商進行採購而言，貿易應付賬款一般於載運提單日期起計30

日至 60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0日至 60日）期內結清。就向本地供

應商進行採購而言，信貸期為 30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0日）。就

市場推廣服務供應商而言，信貸期為自完成日期或發票日期起計0日（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0日）。

19.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一名股東

 Always Profit Development Limited — 156,627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為無抵押、不計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金額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全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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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銀行融資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約為65,000,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65,000,000港元）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a) 本集團位於香港的投資物業之以及土地及樓宇第一法定押記，賬

面總值約為 116,00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116,700,000港元）；

(b) 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之公司擔保；及

(c) 由最終控股人士張金兵先生（亦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作出個人擔保。

本公司已就其附屬公司之若干銀行融資簽立擔保。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

日，該等融資之已動用金額約為12,08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為9,698,000港元）。

21.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22. 關連方交易

(a)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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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748 974
  

(b) 融資安排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 15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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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連方交易（續）

(c) 關連人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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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萬燕科技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萬燕科技文化傳媒」）為一間
 關連公司，其中本公司執行董事為

 其董事

 －市場推廣服務成本 5,670 2,972
  

(d) 關連人士結餘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萬燕科技文化傳媒

 （一間關連公司，其中本公司

 執行董事為其董事）

 之貿易應付賬款 2,682 147
  



– 2 –

承董事會命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金兵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金兵先生、田文喜先生及吳庭軍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周曉東先生、趙漢根先生及楊彥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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