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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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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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HIFOOD GROUP HOLDINGS CO., LIMITED
海福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42）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海福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取得收益約為68.8百萬港元，較截至2020年9月
30日止六個月增加約74.2%。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毛利約為3.6百萬港元，較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增加約17.2%。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毛利率下降至約5.2%，而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則約為7.7%。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
中期股息。

中期業績

董事會公佈本集團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業績連同2020年同期的比較數字。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獨立
核數師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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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68,845 39,520
銷售成本 (65,265) (36,466)

  

毛利 3,580 3,054
其他收入 725 459
銷售開支 (1,748) (2,828)
行政開支 (8,117) (12,136)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回 1,194 –

  

營運虧損 (4,366) (11,451)

其他收益，淨額 5 1,737 –
其他虧損，淨額 5 (65,310) (78,109)
財務成本 6 (37) (317)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2) (5)

  

除稅前虧損 7 (67,978) (89,882)

所得稅開支 8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67,978) (89,882)
  

日後期間將予重新分類至損益賬的其他
 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換算國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359 1,00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359 1,00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67,619) (88,877)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10 (0.39)港元 (0.5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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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9月30日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027 1,273
無形資產 1,326 1,324
使用權資產 673 781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89 9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12 34,012 112,596

  

非流動資產總值 37,127 116,065
  

流動資產
存貨 13 6,098 21,437
貿易應收款項 14 35,531 51,137
預付款項、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 15 1,360 2,654
現金及銀行結餘 86,580 37,213

  

流動資產總值 129,569 112,441
  

資產總值 166,696 228,50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及應計費用 16 27,517 21,601
租賃負債 156 180
應付稅項 575 588

  

流動負債總額 28,248 22,369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28 698
遞延稅項負債 106 106

  

非流動負債總額 734 804
  

負債總額 28,982 23,173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7 863 863
儲備 136,851 204,470 

  

權益總額 137,714 205,333 
  

權益及負債總額 166,696 22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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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海福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4年6月6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
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設於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股份於2015年3月11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巿（「上市」）。

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珠寶產品、銷售貴金屬
及其他珠寶原材料及銷售奢侈品手錶。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直屬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精益集團有限公司，精
益集團有限公司由蘇樹輝博士實益全資擁有，蘇博士亦為該公司的唯一董事。

於2021年9月26日，董事會獲告知，要約人精益集團有限公司（「買方」）與共同接管人之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黎嘉恩先生及何國樑先生（「接管人」）已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買方已
有條件同意收購，而共同接管人（作為接管人根據接管人委任契據行使其權力）已有條件
同意出售銷售股份，即129,372,494股股份（佔本公司於本聯合公佈日期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74.96%）。代價為200,000,000港元，相當於每股銷售股份約1.546港元。所有條件已獲達成且
完成已於2021年9月30日作實，同時，董事會獲悉共同接管人的職責亦已經解除。有關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0月8日的通告。

緊隨完成後，精益集團有限公司、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彼等各自的一致行動人士擁有
129,372,494股股份（佔 貴公司於最後可行日期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4.96%）。因此，買方（即
要約人）於2021年11月5日根據收購守則規則26.1就所有已發行股份（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
人士已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者除外）提出強制性無條件全面現金要約。有關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1月5日的通函。

2. 編製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

2.1 編製基準

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以公允值計量除外。

除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產生的會計政策變動外，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所採用之重大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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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已採納的新準則和詮釋的修訂本

本集團已自2021年4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採納以下新訂準則、新訂詮釋及準則
和詮釋的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21年6月30日之後Covid-19相關之租金優惠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並無對本期間及過往期
間的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之租金優惠」之影響

該修訂本為承租人提供可行權宜方法，可選擇不就Covid-19疫情直接導致的租金優
惠應用租賃修訂會計處理。該可行權宜方法僅適用於該疫情直接導致的租金優惠，
並僅在以下情況下適用：(i)租賃付款變動所導致的經修訂租賃代價與緊接該變動前
的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低於有關代價；(ii)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幅僅影響原到期日為
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的付款；及 (iii)其他租賃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2020年修訂
本」）。該修訂本於2020年6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須追溯應用。2021年
4月，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條的另一項修訂，以擴大對任何
減少租賃付款的可行權宜方法的適用範圍，只影響最初在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
的付款（「2021年修訂本」）。2021年修訂本在2021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並應追溯應用。

於本期間應用該等修訂本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應用該等修訂本對呈列或
披露的變動（如有）將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珠寶產品的製造及銷售、買賣貴金屬及其他珠寶原材料及奢侈品手錶業
務。管理層已根據首席營運決策者（已獲確定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審閱的報告釐定經營
分部。就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向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者報告的資料著重本集團的整體經
營業績，原因在於本集團的資源已整合。因此，本集團已確定一個可報告經營分部，即珠
寶產品的製造及銷售、銷售貴金屬及其他珠寶原材料及銷售奢侈品手錶，且並無呈列有
關進一步分析。

地域分部

本集團地域性收益的資料乃根據外部客戶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或國家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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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34,351 5,178
美洲 31,967 21,212
歐洲（包括俄羅斯） 1,925 12,253
中國內地 – 793
其他國家 602 84

  

68,845 39,520
  

(b)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地
區呈列。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2,200 2,410
中國內地 915 1,059

  

3,115 3,469
  

本公司的原駐地為開曼群島，而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其業務。於本期間，
並無任何來自開曼群島客戶的收益，且並無任何資產位於開曼群島。

4. 收益

收益指本期間銷售珠寶產品，銷售貴金屬及其他珠寶原材料及銷售奢侈品手錶所產生的
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時間點確認的收益
 — 銷售珠寶產品* 34,494 34,353
 — 銷售貴金屬及其他珠寶原材料 18,068 5,167
 — 銷售奢侈品手錶 16,283 –

  

68,845 39,520
  

* 在銷售珠寶產品中，概無向任何關聯方銷售產品（2020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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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淨額或其他虧損，淨額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香港上市股權證券收益 1,737 –  

1,737 –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值虧損 64,884 77,740
外幣換算差額，淨額 426 369  

65,310 78,109
  

6.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借貸利息 – 276
租賃負債利息 37 41

  

37 317
  

7.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56,143 31,727
折舊 280 1,189
撇減╱（撥回）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879) 1,250
經營租賃最低租賃款項 236 75

  

* 該等項目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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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香港與中國內地的法定所得稅率分別為16.5%及25.0%。誠如下文詳述，本集團一家附屬
公司於本期間享有較低利得稅率。於本期間，本集團於香港和中國內地並無所得稅開支（截
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無）。

就香港稅務局《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第21號》（經修訂）（按50：50基準攤分）而言，本公
司全資附屬公司三和珠寶貿易有限公司（「三和珠寶貿易」）的部分溢利被視為既不產生於
亦非得自香港。因此，三和珠寶貿易的該部分溢利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此外，董事認為，
本期間三和珠寶貿易的該部分溢利毋須就三和珠寶貿易經營所在的任何其他司法權區
繳納稅項。

9.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於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無）。

10.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約67,978,000港元（2020

年：虧損約89,882,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72,600,000股（2020年：172,600,000股）
計算。截至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止各期間，本集團並無具有潛在攤薄效應的已發行普
通股。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時使用的本公司普通股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67,978) (89,882)

  

股份數目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發行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時使用的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172,600,000 172,600,000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合共約32,000港元（截至2020年9月30

日止六個月：約70,000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未出售任何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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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i)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分類

本集團將以下金融資產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

• 不符合按攤銷成本或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的債務工具；

• 持作買賣的股本投資；及

• 實體並無選擇透過其他全面收益確認公允值收益或虧損的股本投資。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包括以下各項：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計入非流動資產：
人壽保險保單 (a) 17,383 17,111

香港上市股權證券 (b) 16,629 95,485
  

34,012 112,596
  

(a) 根據人壽保險保單（「該保單」），受益人及保單持有人為三和珠寶貿易，且承保總
金額約為6,500,000美元（相當於50,375,000港元）。本集團為該保單預付保費約2,325,000

美元（相當於18,020,000港元）及可能透過提交書面請求隨時退保，並根據該保單
於撤回日期的退保價值（由承保人計算）收取現金。董事認為，保險公司規定的該
保單退保價值與其公允值相若，歸類為公允值架構的第三級。

期內公允值計量第三級（人壽保險保單）的變動如下：

於2021年 於2020年
9月30日 9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期初 17,111 16,720

公允值變動 272 300
  

於期末 17,383 1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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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報告期末，香港上市股權證券的公允值按照聯交所所報收市價釐定。香港上
市股權證券的公允值及分別佔本集團資產總值之百分比列示如下：

公允值
佔本集團資產總值

之百分比
  

於2021年 於2021年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百分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上市股權證券
中國汽車新零售 3,727 7,714 2.23 3.37

優通未來* – 35,896 – 15.71

協眾國際** – 13,700 – 5.99

虎都 4,467 27,990 2.68 12.25

弘陽 8,435 10,185 5.06 4.46
    

16,629 95,485 9.97 41.78
    

* 於2021年9月30日，由於優通未來已被接管，且復牌的前景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本集團持有的優通未來股份的公允值經評估為零港元。

** 根據協眾國際的公佈及光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金輝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與協眾國際於2021年5月24日聯合發佈的計劃文件（「計劃文件」），已於2021

年2月26日根據《公司法》第86條透過協議計劃（「計劃」）方式提出私有化協眾
國際的建議事項（「建議事項」）。根據協眾國際日期為2021年7月5日的公佈，
建議事項成為無條件而計劃生效，協眾國際股份從聯交所撤銷上市，自2021

年7月7日起生效。進一步詳情請參閱協眾國際的公佈。計劃項下現金付款
約15,437,000港元的支票已於2021年7月15日收到，擬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
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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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損益確認的金額

期內，下列（虧損）╱收益在損益中確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值（虧損）╱收益

 — 人壽保險保單 272 300
 — 香港上市股權證券：
  中國汽車新零售 (3,987) (37,789)
  優通未來 (35,896) (22,661)
  協眾國際 – (10,613)
  虎都 (23,523) (8,097)
  弘陽 (1,750) 1,120

  

(64,884) (77,740)
  

13. 存貨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5,536 13,915
在製品 6 4,479
製成品 556 3,043

  

6,098 21,437
  

14.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36,454 53,239
減：呆賬撥備 (923) (2,102)

  

35,531 51,137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惟新客戶除外。於接納任何新客戶之前，本集
團將採用內部信貸評估政策以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並確定客戶的信貸額度。主要客
戶的信貸期一般為90至120天。每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額度。本集團致力就未清償應收
款項進行嚴格控制，並設立庫務部以降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
貿易應收款項不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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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3,033 8,762

一至兩個月 – 15,054

兩至三個月 959 13,572

超過三個月 32,462 15,851
  

36,454 53,239
  

1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金 136 1,703

預付款項 653 263

其他應收款項 571 688
  

1,360 2,654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21 2021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7,449 11,2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薪金及花紅 3,765 5,548

 其他應付稅項 2,400 2,399

 核數師酬金 893 1,450

 其他 3,010 1,004
  

27,517 2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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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19 3,214

一至兩個月 – 723

兩至三個月 246 2,171

超過三個月 17,184 5,092
  

17,449 11,200
  

貿易應付款項乃不計息且採購的信貸期介乎30至180天。其他應付款項乃不計息且平均
期限為一至三個月。本集團已實施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全部應付款項於信貸期間
內償付。

17. 股本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5港元的普通股 10,000 1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72,600,000股每股面值0.005港元的普通股 863 863

  

18. 承擔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概無資本承擔。

19. 關聯方交易

(a) 除該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詳述的交易外，於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概無關聯方交易（2020年：約175,000港元服務費用支付予保誠旅遊有限公司，
一家由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董事的近親控制的實體，目的為向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提
供機票及酒店預訂服務等。服務乃根據雙方共同協定的條款及條件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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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1,542 6,898

退休金計劃供款 – 9
  

支付予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總額 1,542 6,907
  

20. 金融工具公允值及公允值層級

本集團金融工具的賬面值及公允值（賬面值與公允值合理地相若的金融工具除外）載列如
下︰

賬面值 公允值
  

於2021年 於2021年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金融資產
香港上市股權證券 (i) 16,629 95,485 16,629 95,485

人壽保險保單 (ii) 17,383 17,111 17,383 17,111
    

34,012 112,596 34,012 112,596
    

(i) 香港上市的股本證券的公允值根據於報告期末於聯交所所報的市場收市價釐定。該
等工具計入第一級公允值層級。

(ii) 誠如附註12所披露，於報告期末該保單之公允值已根據該保單的退保價值估算。由
於沒有活躍市場展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允值，且無法可靠地估計假
設將人壽保險保單轉讓予另一個市場參與者的潛在脫售價格，董事認為根據退保價
值所得出的估計公允值屬合理，而且為於報告期末最恰當的價值。此工具計入第三
級公允值層級。

管理層已評估現金及銀行結餘、貿易應收款項、計入其他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貿易應
付款項及計入其他應付款項的金融負債的公允值與賬面值相若，主要由於該等工具於短
期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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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值層級

下表說明本集團的金融工具的公允值計量層級：於2021年9月30日，以公允值計量的金融
資產如下：

採用公允值計量
 

活躍市場中
報價

（第一級）

重大可觀察
輸入數據
（第二級）

重大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第三級）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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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1年9月30日
香港上市的股本證券 16,629 – – 16,629
人壽保險保單 – – 17,383 17,383

    

16,629 – 17,383 34,012
    

於2021年3月31日
香港上市的股本證券 95,485 – – 95,485

人壽保險保單 – – 17,111 17,111
    

95,485 – 17,111 112,596
    

本集團在2021年9月30日及2021年3月31日並無任何按公允值計值的金融負債。

於期內，就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而言，第一級和第二級的公允值計量之間並無轉移及並
無轉入第三級或自第三級轉出。

21. 批准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會已於2021年11月30日批准及授權刊發本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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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

作為一家於香港營運歷史悠久的優質珠寶綜合供應商及原設計製造商，本集
團主要從事優質珠寶設計及製造，並主要出口予香港、中國內地、美洲及歐
洲（包括俄羅斯）的珠寶批發商及零售商。本集團供應多款K金優質珠寶產品，
包括戒指、耳環、吊墜、項鏈、手鐲、臂鐲、袖扣、胸針及踝飾，有關產品一般
鎖定優質珠寶市場分部按零售價劃分的三個級別中最低的大眾至中端分部。
同時，為豐富產品種類，本集團亦提供黃金製品及手錶產品。本集團客戶主
要為珠寶產品批發商及零售商。

於期內，新冠疫情不斷受到控制和改善，全球經濟逐步復蘇。珠寶市場需求
已加速回升，雖然供給端仍有不足，但大多數國家的價格壓力預計將在2022
年緩解。與此同時，中美兩國元首的近期會晤所確定的積極基調對降低貿易
關稅的可能性產生新的期待，對外貿易的營商環境將持續向好。因此，本集
團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取得大幅上升。

隨著香港政府各項支援經濟措施落實，同時防疫抗疫工作亦取得成效，香港
經濟已經有較顯著的改善，並且改善的勢頭持續。來自香港市場所產生的收
益上升約563.4%至約34.3百萬港元，彌補了來自中國大陸市場的收益損失。

原本飽受COVID-19疫情困擾的美國市場，由於美聯儲持續採取積極的行動以
提振經濟呈現復蘇跡象。因此，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美洲市場銷售
所產生的收益上升至約32.0百萬港元，升幅50.7%。雖然受到持續的勞動力和
供應短缺的限制，美國經濟仍在持續升溫，對於美國市場的前景，本集團持
樂觀審慎的態度，在積極爭取訂單的同時通過密切與客戶溝通、配置信用保險、
加快應收賬款回款等方式降低於當地市場的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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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包括俄羅斯），COVID-19疫情持續，對全球供應鏈產生巨大衝擊，導致
各國能源價格上漲，物資短缺，消費品價格持續上升，通脹創新高，導致集團
在歐洲（包括俄羅斯）市場的銷售減少。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於歐洲（包括俄羅斯）市場銷售所產生的收益下降84.3%至約1.9百萬港元。

面對尚不穩定的市場形勢，本集團不遺餘力嚴格控制資本開支。截至2021年9
月30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行 政 開 支 約 為8.1百 萬 港 元，較 去 年 同 期 減 少 約
33.1%，同時，銷售開支同期減少約38.2%至約1.7百萬港元。

前景

雖然新冠疫情仍有反復，但全球經濟已持續復蘇。展望未來，本集團認為疫
情將繼續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但隨著防控措施的有效實施及疫苗在全球範
圍內的普及，香港與內地通關在即，消費需求將進一步釋放，我們相信奢侈
品市場將持續復蘇。為了把握奢侈品市場復蘇的商機，本集團擬繼續致力於
主要業務，繼往開來，開拓新的珠寶業務領域。

除了提高銷售業績外，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積極優化資源配置、提高運營效
率和改善營運資金，包括加快應收賬款回收、庫存管理及成本控制等。

此外，科技在快速進步，包括人工智能技術、數字資產模式等。消費習慣亦隨
之改變，線上消費已成常態，傳統珠寶首飾行業將面臨全新的商業和技術環境。

業務策略

本集團現有的製造及銷售珠寶產品業務雖然銷售額有較大增長，成本和開支
有較好控制，但毛利率有所下降。鑒於本集團的營運及財務狀況，本集團有
意於繼續從事其珠寶業務的同時，探索開拓本地及海外的其他可能業務機會。

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透過加強銷售及市務推廣力度、鞏固於現有珠寶市
場的佔有率及強化旗下品牌在全球的知名度，務求保持其作為香港優質珠寶
品牌的翹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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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子商務介入珠寶銷售業務以來，網路珠寶銷售商發展步伐非常之快，抓
住電子商務發展契機是各珠寶首飾品牌提升自身競爭力的焦點之一。本集團
持續評估利用直播電商作為向其他海外國家銷售產品的新渠道。通過向大眾
和年輕消費者推介潮流時尚的珠寶首飾和創新產品，同時，集團也有能力在
高端珠寶產品方面加強創新，設計製作有文化和收藏價值的產品，結合數字
資產的興起，走出新的發展路向和經營模式。有關集團意向的更多詳情，請
參閱本集團日期為2021年11月5日的通函。

本集團將繼續挖掘其認為會受惠於其所提供的綜合服務的商機，即通過提供
各種專為各別市場度身訂造的造型及設計，以及調整其生產資源及產能，從
而更好地迎合不同產品交付期，消費者喜好及節日購物慣例。本集團將借助
公司的企業品牌效應及卓越設計能力的優勢，吸引業內的珠寶批發商的合作，
積極地參加珠寶展覽會。本集團將投入更多資源及市場推廣，使其品牌及產
品充足，更符合各地消費者的需求。

財務回顧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千港元） 68,845 39,520
毛利（千港元） 3,580 3,054
毛利率（%） 5.2 7.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67,978) (89,882)

  

收益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收益約為68.8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上升約29.3百萬港元
或74.2%。本集團的收益上升主要由於香港政府各項支援經濟措施落實，香港
經濟已有較顯著改善，銷售額大幅上升約29.2百萬港元。受中美貿易衝突及全
球能源供應短缺的不利影響，中國內地的銷售額亦減少約0.8百萬港元。隨著
COVID-19疫情常態化，美聯儲持續採取積極的行動以提振經濟，美洲市場銷
售所產生的收益上升約10.8百萬港元。在歐洲（包括俄羅斯），COVID-19疫情反覆，
物資短缺，消費品價格持續上升，在歐洲（包括俄羅斯）市場銷售所產生的收益
下降約10.4百萬港元，而來自其他區域的銷售上升約0.5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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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毛利約為3.6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約0.5百萬港元或
17.2%。毛利率則由約7.7%下降至約5.2%，主要由於毛利較低的黃金及手錶業
務銷售上升所致。

銷售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開支由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2.8百萬港元下降約1.1
百萬港元或38.2%至本期間的約1.7百萬港元。下降主要由於業務調整及有效
的成本控制措施。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2020年 9月30日止六個月約12.1百萬港元減少約4.0百
萬港元或33.1%，至本期間的約8.1百萬港元。行政開支減少主要由於以下各項
之結合影響：(i)業務運營調整及受疫情影響，導致差旅、汽車及招待費用減少
約0.9百萬港元；(ii)合理配置資源及提倡節能環保，持續實行成本控制措施，
減少辦公類、水電及折舊等費用約1.4百萬港元；(iii)根據服務水準及實際需求
選擇專業服務，減少審計費、顧問費及專業服務費約1.9百萬港元；惟 (iv)因董
事變更增加人工成本約0.2百萬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虧損」）約68.0百萬港元，
主要由於股權證券投資組合公允值變動虧損約65.2百萬港元所致，而2020年同
期綜合虧損約為89.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股權證券投資組合公允值變動虧損
約78.0百萬港元所致。較2020年同期虧損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收益增
加約29.3百萬港元或74.2%，毛利增加約0.5百萬港元或17.2%及股權證券投資組
合公允值變動虧損減少約12.8百萬港元或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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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129.6百萬港元（2021年3月31日：約112.4
百萬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86.6百萬港元（2021年3月31日：約37.2百萬
港元）。為了積極管理企業的風險及營運資金，本集團加快了應收賬款的回收。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的非流動負債約為0.7百萬港元（2021年3月31日：約0.8
百萬港元），及流動負債約為28.2百萬港元（2021年3月31日：約22.4百萬港元），
主要包括日常營運過程中產生的應付款項。因此，於2021年9月30日，流動比
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比率）約為4.6（2021年3月31日：約5.0）。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2021年9月30日的資本負債比率並不適用，原因是現金及銀行結餘超
逾融資租賃承擔。

庫務政策

本集團在執行庫務政策上貫徹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於本期間整段時間
內維持健全的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透過就若干客戶的應收款項購買信用保險，
不斷評估其客戶的信貸狀況及財務狀況，務求降低信貸風險。為控制流動資
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
其他承擔的流動資金架構可不時滿足其資金需要。

外匯風險

於本期間，本集團有以外幣（即相關集團實體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貨
幣資產及貨幣負債，主要為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現金及銀行結餘、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預期港元兌美元的匯率
不會發生任何重大變動。我們承受的外匯風險主要與人民幣（「人民幣」）有關。
然而，本集團於2021年9月30日以人民幣作為外幣計值的款項很小，面臨來自
換算以外幣計值的款項的外匯風險幾乎為零。（2020年9月30日：倘港元兌人民
幣升值╱貶值5%，而其他所有變數保持不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
損將增加╱減少約6,000港元）。

本集團並無從事任何衍生工具活動，亦無利用任何財務工具對沖其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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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本集團於2021年9月30日的資本架構相對於2021年3月31日概無變動。

資本承擔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概無資本承擔（2021年3月31日：無）。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

僱員資料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有19名僱員（2021年3月31日：22名），包括執行董事。
薪酬乃參考市況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格及經驗而釐定。

除公積金計劃（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條文為香港僱員設立）或社會保
險基金（包括為中國僱員設立的退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
險及生育保險）外，本公司會參考本集團表現及個別員工表現評估向僱員發放
酌情花紅及僱員購股權。自2015年2月10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起至2021年9月30日，
本公司概無授出購股權。

董事認為，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及福利維持在具競爭力的水平，僱員在本集團
薪金及花紅制度（每年進行檢討）的總體框架下按表現獲得獎勵。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2015年2月10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計劃」），據此，若干選定類別的
參與者（包括（其中包括）董事及全職僱員）可獲授購股權以認購股份。除非以其
他方式註銷或修訂，計劃於該日起計10年內仍有效。自其採納以來，並無根據
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持有之重大投資

於截至2021年9月31日止報告期末，本集團持有為非流動資產之按公允值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約34,012,000港元，相當於其資產總值約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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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包括人壽保險保單約17,383,000港元，相當於其
資產總值約10.43%，以及香港上市股權證券約16,629,000港元，相當於其資產總
值約9.97%。香港上市股權證券詳情載列如下：

名稱
註冊
成立地點

香港
股份代號 收購日期

於 2021年
9月 30日
已收購

股份數目

已收購股份
佔於2021年

9月 30日
被投資方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比例

成本港元
（不包括
交易成本）主要業務
千港元

中國汽車新零售
 （控股）有限公司
 （前稱為「利時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汽車新零售」）

百慕達 0526 2019年7月
 11日及
 16日

86,672,000 約1.08% 約68,789 提供汽車交易平台相 
關服務、買賣進口
汽車、家用品之製
造及貿易、經營超
級市場、酒類及電
器批發以及投資
控股

中國優通未來空間產業
 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前稱為「中國優通控股
 有限公司」）（「優通未來」）
 (附註1)

開曼群島 6168 2019年7月
 11日及
 8月 14日

200,540,000 約7.01% 約69,658 提供光纖設計、 佈放
及維護服務、提供
其他通訊網絡服
務、提供環保智能
技術產品及服務
以及放債服務

中國虎都控股有限公司
 （「虎都」）

開曼群島 2399 2019年7月
 11日

6,980,000 約0.36% 約14,746 設計、採購、生產及
銷售自有品牌的
男裝產品

弘陽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弘陽」）

開曼群島 1996 2019年8月
 14日

3,500,000 約0.11% 約 8,470 物業開發、商業物業
投資與經營以及
酒店經營業務

有關進一步的資料，請參閱 (i)日期為2019年7月17日有關收購中國汽車新零售
股份的公佈；(ii)日期為2019年8月16日及8月19日有關收購優通未來的公佈；
以及 (iii)日期為2019年9月19日有關收購優通未來股份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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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根據中國優通未來空間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前稱「中國優通控股有限公司」）（「優
通 未 來」）日 期 為2021年5月5日、2021年5月7日 及2021年5月13日 的 公 佈，於2021年2月4

日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規定）條例》（第32章）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院」）
提交針對優通未來的呈請，據此，高等法院於2021年5月5日在HCCW57/2021一案中頒
令優通未來清盤，及委任破產管理署署長為優通未來的臨時清盤人。優通未來股份
的股價為每股0.161港元，自2021年5月5日已暫停買賣。於2021年5月7日，破產管理署
署長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請，（其中包括）要求頒令委任優通未來的共同清盤人。根據高
等法院於2021年6月25日之命令，優通未來宣佈，宏傑亞洲有限公司的何文傑先生和
江詩敏女士被委任為該公司之共同及各別清盤人，並自2021年6月25日起生效。進一
步詳情請參閱優通未來的公佈。於該等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本集團持有優通未來
約7.01%的權益。

於2021年9月30日，由於優通未來已被接管，且複牌的前景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本集團
持有的優通未來股份的公允值經評估為零港元（2021年3月31日：約35,896,000港元）。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概無任何有關重大投資及重大資本資產收購之具體
未來計劃。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除本公佈「持有之重大投資」一段披露外，本集團於本期間概無任何重大收購
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事項。

資產抵押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概無資產抵押（2021年3月31日：無）。

或然負債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21年3月31日：無）。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

配合及遵循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之公認標準一貫為本公司最優先原則之一。
董事會認為良好的企業管治是帶領本公司邁向成功及平衡股東、客戶及僱員
之間利益之因素之一，董事會致力於持續改善該等原則及常規之效率及有效性。

於本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
治報告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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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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於本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及第13.51B條披露董事資料

於回顧期內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曾變更若干董事。

自2021年5月11日起生效：

(i) 邱伯瑜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ii) 鍾衛民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iii) 寧睿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自2021年7月9日起生效：

(i) 洪美莉女士已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及

(ii) 謝祺祥先生已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

自2021年11月8日起生效：

(i) 謝祺祥先生已由非執行董事調任為執行董事；及

(ii) 陳維端先生已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

自2021年11月27日起生效：

(i) 蘇志一先生已辭任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職務，並不再擔任提名委員會
主席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ii) 熊聰先生已辭任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職務，並不再擔任提名委員會及薪
酬委員會成員以及上市規則第3.05條項下之授權代表；

(iii) 蔡斯先生已辭任執行董事職務；

(iv) 洪美莉女士已辭任非執行董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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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丁鐵翔先生已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並不再擔任薪酬委員會主席以
及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vi) 陳志權先生已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並不再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以
及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vii) 盧振邦先生已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並不再擔任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及審核委員會成員；

(viii) 執行董事謝祺祥先生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主席及薪酬委員會成員以及
授權代表；

(ix) 非執行董事陳維端先生已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x) 獨立非執行董事邱伯瑜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薪酬委員會
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xi) 獨立非執行董事鍾衛民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
委員會成員；及

(xii) 獨立非執行董事寧睿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
員會成員。

有關上文董事變更事項及董事履歷詳情及董事會委員會成員已分別於本公司
2021年5月11日、2021年7月12日、2021年11月8日及2021年11月29日之公佈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一名執行董事謝祺祥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陳維端
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邱伯瑜先生、鍾衛民先生及寧睿先生組成。
於本期間，有關董事會成員的變動，已於企業管治章節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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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邱伯瑜
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鍾衛民先生及寧睿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於本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報告（載有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準則，並與管理層討論有
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刊發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ktl.com.hk)上刊登。
本公司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在上述網站刊發。

承董事會命
海福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謝褀祥

香港，2021年11月30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謝祺祥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維端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邱伯瑜先生、鍾衛民先生及寧睿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