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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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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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GANCE OPTIC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7）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公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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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間」）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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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4,875 43,337
銷售及服務成本 (29,317) (35,387)

毛利 5,558 7,950
其他收入 4 4,174 1,94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694) (1,570)
行政開支 (71,053) (16,882)
其他經營（開支）╱收入 5 (275) 2,156
財務費用 6 (829) (2,444)
分佔一間合營公司之虧損 – (114)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溢利 (625) 4,510

除稅前虧損 5 (64,744) (4,446)

所得稅開支 8 – (53)

本期間虧損 (64,744) (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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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4,368) (3,428)

非控股權益 (376) (1,071)

(64,744) (4,499)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9 (7.37)港仙 (0.53)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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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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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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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64,744) (4,499)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分佔換算一間合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82 (32)

分佔換算一間聯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2,288 284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117 723

本期間之其他全面收入╱（開支），扣除稅項 3,487 975

本期間之全面開支總額，扣除稅項 (61,257) (3,524)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0,636) (2,605)

非控股權益 (621) (919)

(61,257) (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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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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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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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949 41,196
投資物業 63,551 63,181
使用權資產 22,282 22,868
無形資產 –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92,375 93,000

218,157 220,245

流動資產
存貨 4,486 4,535
應收賬款 10 16,447 14,15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2,047 39,542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82,061 81,95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7,985 40,078

163,026 180,26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10,064 3,603
合約負債 2,988 3,377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12 28,464 60,151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3,256 23,396
應付所得稅 15,327 15,327
租賃負債 1,171 1,162

81,270 107,016

流動資產淨值 81,756 73,24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99,913 29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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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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已收按金 12 36 125

遞延稅項負債 1,992 1,998

計息其他借貸 14,716 –

租賃負債 18,622 18,879

35,366 21,002

資產淨值 264,547 272,492

權益
股本 13 8,728 8,728

儲備 267,394 274,71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76,122 283,446

非控股權益 (11,575) (10,954)

權益總額 264,547 272,492



6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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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董事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三十日通過之決議案獲授權刊發。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從事投資控股，而本集團從事眼鏡架及太陽眼鏡之製造及貿易、物業投
資、債務及證券投資、電影投資及發行業務以及能源業務。

2.1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所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投資物業、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入之金融資產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彼等按公允值計量）除外。除非另有註明，
否則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所有數值均按四捨五入法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

2.2 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披露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就於期內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及詮釋。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修訂本。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用於編製本集團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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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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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
況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此等發展並未導致已呈列於期內的該等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於期內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

編製本集團於期內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方式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使用若
干關鍵會計估計的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要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的過程中
作出判斷。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多項新訂或經修訂
準則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生效，但其並無對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產生
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分類業務單位，分為以下四個可申報經營分部：

(a) 從事製造及買賣眼鏡架及太陽眼鏡之製造及貿易分部；

(b) 從事租賃物業以賺取租金收入之物業投資分部；

(c) 從事金融工具及有價股份投資之債務及證券投資分部；

(d) 從事電影版權及電影投資及發行之電影投資及發行分部；及

(e) 從事能源領域相關工具投資以及石油化工產品銷售及貿易之能源業務分部

管理層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之業績，以決定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分部表現乃根據可申
報分部的溢利╱虧損（即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乃
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貫徹計量，惟有關計量並不包括利息收入、財務費用及未分配
收益以及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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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過往年度，本集團於完成收購喜上能源貿易有限公司（前
稱為海灣能源（中國）有限公司）後開始從事液化石油氣產品銷售及貿易之能源業務，且該
業務被本集團管理層視為新的經營及可申報分部。

分部資產不包括未分配企業資產，其中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此乃由於該等資產按集團
基準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未分配及企業負債，其中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
負債，此乃由於該等負債按集團基準管理。

分部間銷售及轉讓乃參考以當時市價向第三方銷售之售價而進行。

製造及貿易 物業投資
債務及

證券投資
電影投資及

發行 能源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5,544 742 – 8,589 – 34,875

分部業績 (5,313) 619 (808) (2,642) (2,123) (10,267)

壞賬收回 2,809

銀行利息收入 31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55,863)

財務費用 (82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625)

除稅前虧損 (64,744)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89,624 63,412 4,719 162,013 37,744 357,512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3,671

資產總值 381,183

分部負債 65,535 80 2,962 35,820 6,689 111,086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5,550

負債總額 11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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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貿易 物業投資
債務及

證券投資
電影投資及

發行 能源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7,801 858 694 13,984 – 43,337

分部業績 (3,947) (23) 160 (33) – (3,843)

銀行利息收入 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2,559)

財務費用 (2,444)

分佔一間合營公司之溢利 – (114)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溢利 – 4,510

除稅前虧損 (4,446)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分部資產 92,857 63,569 5,307 155,025 34,436 351,19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49,316

資產總值 400,510

分部負債 66,713 696 357 26,732 2,019 96,51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31,501

負債總額 12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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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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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 20,047 18,367

歐洲 3,475 5,18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11,118 18,428

其他 235 1,354

34,875 43,337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劃分。中國（包括香港）分部主要指債務及證券投資
收益或虧損、從位於香港及中國之租約收取之租金收入、向香港本地之代理及零售商
銷售眼鏡產品及電影發行收入。董事相信香港之代理將大部分本集團產品出口至歐洲
及美洲。

(b) 非流動資產

本集團所有重大營運資產均位於中國（包括香港）。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之地域資
料。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於有關期間貢獻超過本集團總收益10%的個別客戶的收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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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A 14,536 12,402

客戶B 不適用 13,450

總計 14,536 2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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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指扣除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後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總租金收入、按公允值計入損益
之股權投資之公允值收益或虧損及股息收入以及電影發行代理及佣金收入。

本集團收益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貨品－於某一時間點 25,544 27,801

電影發行代理及佣金收入－隨時間推移 8,589 13,984

租金收入 742 85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之 

公允值（虧損）╱收益淨額 – 694

34,875 43,337

其他收入
銷售廢料 142 342

銀行利息收入 31 4

壞賬收回 2,809 –

處理收入 639 413

會計服務費 540 540

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 501

其他 13 148

4,174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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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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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售存貨成本* 22,417 24,941

折舊 1,872 2,765

使用權資產折舊 308 354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0,346 8,743

以權益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53,312 –

遣散費 – 332

退休金計劃供款** 345 445

64,003 9,520

租金收入總額 742 858

減： 直接經營開支（包括賺取租金之投資物業所產生之 

維修及保養費）* – (198)

租金收入淨額 742 660

滯銷存貨撥備* – 612

匯兌差額淨額 (320) (1,955)

其他經營收入：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 2,156

– 2,156

* 計入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已沒收退休金計劃供款可供削減其未來年度之退休金計劃供
款（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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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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520 2,185

租賃負債之利息 309 259

829 2,444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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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無）。

8.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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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支出 – (53)

本期間稅費總額 – (53)

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當地現
行稅率撥備及計算。

9.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約64,36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3,428,000港元）及本期間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數目872,863,684股（二零二零年：加權平均
648,979,039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或於該等日期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
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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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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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8,092 16,518
減值 (1,645) (2,363)

16,447 14,155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交易條款乃主要以賒賬方式進行，惟新客戶一般須提前付款除外。信貸
期一般介乎45至120日（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45至120日）。各客戶擁有最高信貸限額。
本集團尋求對其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以盡量降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
理層定期檢討。鑒於上述者及本集團之應收賬款與多名不同客戶有關，故並不存在重大集
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用增級。應收賬款並
不計息。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賬款（扣除撥備）
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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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7,865 13,140
91至180日 8,423 1,015
181至360日 159 –

16,447 14,155

11. 應付賬款

以下為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應付賬款按付款到期日呈列
之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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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3,473 3,181
91至180日 6,438 20
181至360日 19 25
超過360日 134 377

總計 10,064 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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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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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一名關連人士款項 23,256 19,692
其他應付款項 2,835 7,254
應計款項 1,972 12,076
已收按金 437 21,254

28,500 60,276
減：非即期部分 (36) (125)

28,464 60,151

除已收租金按金的非即期部分為不計息及不可於一年內償還外，餘下結餘為不計息及須按
要求償還。

13.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872,863,684 8,728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872,863,684 8,728

14. 報告期後事件

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涉及按每股認購股份0.93港元的
認購價認購174,000,000股新股份，所得款項總額為161,820,000港元。本公司擬將所得款項淨
額用於以下方面：(i)約150,000,000港元用於結付與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九日的認購協議
項下擬進行的本公司交易有關的認購價；及(ii)約11,60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標題為「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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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概覽

於報告期間內，世界經歷了近期歷史上最為困難的時期之一。COVID-19疫情對全
球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在這樣一個充滿挑戰的環境中，本集團預計我們的業務
將不可避免地在短期內面臨若干挑戰。在經歷近兩年的封鎖、旅行限制以及居家
上學及工作之後，我們很高興看到在全球範圍內推廣疫苗接種所帶來的經濟復蘇
及消費者信心的日益上升。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9.6%至約34,900,000港元，反映
COVID-19疫情的負面影響。毛利由約7,950,000港元降至約5,560,000港元，主要由於
收益下降所致，而毛利率由18.34%降至15.94%，下降約2.40%。行政開支較去年同
期大幅增加54,200,000港元至約71,100,000港元，主要由於一次性及非現金股份付
款約53,300,000港元，因此，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淨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均
錄得大幅增加，分別為約64,7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約4,400,000港元）及約
64,4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約3,400,000港元）。

業務分部

本集團包括五個分部，即 (i)眼鏡架及太陽眼鏡的製造及買賣；(ii)物業投資；(iii)債
務及證券投資；(iv)電影投資及發行；及 (v)能源業務。本期間總收益約為34,900,000

港元。本集團的整體收益主要歸因於眼鏡架及太陽眼鏡的銷售，本期間減少約8.12%

或約2,300,000港元至約25,5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7,800,000港元）。就物業投
資而言，租金收入由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的約86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二一年九
月三十日的約740,000港元。物業投資對本集團的經營仍相對微不足道。就債務及
證券投資而言，本期間錄得虧損約51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錄得收益約690,000港元。就電影投資及發行分部而言，本期間錄得收益約
8,6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4,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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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源業務而言，該業務於本期間尚未為本集團帶來收益。誠如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述，管理層專注於透過豐富本集團的業務及收入來
源來尋求適當的業務及投資機會。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已實施兩項戰略舉措，
以加強發展能源業務的平台。於二零二一年二月，本集團收購一家從事發展新能
源相關業務的公司並與其中一家最大的石化公司進行石油化工產品貿易。本集團
計劃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進行石油化工產品貿易。於二零二一年八月，本集團
與H. Sterling LNG Terminal Holding Limited（「H. Sterling」）訂立認購協議以認購H. 

Sterling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50%。H. Sterling持有煙台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項目公司
（「煙台液化天然氣」）21%的股權，該項目自二零二零年十一月起進入施工階段。
接收站項目預計於一期建設完成後於二零二三年中期開始運營。此外，接收站項
目將為本集團提供一個在全球範圍內發展液化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產品的潛
在銷售及貿易的堅實平台。

展望

雖然最近COVID-19疫情似乎受到控制，在中國內地及香港只有幾宗零星的爆發及
輸入病例，但商業情緒要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仍需時日。因此，本集團將堅持其審
慎態度，繼續改善其成本結構以加強能力及提高整體運營效率。

就電影投資及發行業務而言，中國銀幕數量的增長領先全球，顯示出強大的累積
已久的娛樂需求及行業活力。中國電影業的回暖，充分彰顯了中國電影業的體制
優勢、綜合實力及抵禦風險的能力，本集團相信，從長遠來看，中國電影市場將會
繼續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

此外，本集團將盡最大努力豐富本集團的業務及收入來源。本集團開始為如上所
述的能源行業佈局。本集團正在審查其現有資源，包括本公司董事及管理層的經驗、
專業知識及網絡，旨在開拓及發展其能源業務。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並無已訂約但未撥備
之資本承擔（二零二零年：無）。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有關就其
附屬公司獲授一般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企業擔保的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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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九日，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翠源環球有限公司與
H. Sterling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以總代價人民幣223,000,000元認購H. 

Sterling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50%。H. Sterling間接擁有煙台液化天然氣的21%股
權。煙台液化天然氣主要從事燃氣經營、貨物和技術進出口以及進出口代理服務，
是一間為實施接收站項目而成立的項目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認購協
議內所載的先決條件尚未悉數達成或豁免。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一年八月九日標題為「須予披露交易－認購目標公司50%的經擴大已發行股本」
的公告。

報告期後事件

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涉及按每股認購股份
0.93港元的認購價認購174,000,000股新股份，所得款項總額為161,820,000港元。本
公司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以下方面：(i)約150,000,000港元用於結付與日期為二
零二一年八月九日的認購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本公司交易有關的認購價；及 (ii)約
11,60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一年十月二十日標題為「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的公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為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18,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40,100,000港元）、短期借貸約23,300,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3,400,000港元），以及負債與權益比率（以非流動負債
佔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的百分比表示）約12.8%（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7.4%）。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的非流動負債主要由遞延稅項負債、已
收按金、計息其他借貸及租賃負債分別約2,000,000港元、36,000港元、14,700,000港
元及18,6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000,000港元、100,000港元、零港
元及18,900,000港元）組成，合共約為35,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1,0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權益約為
276,1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83,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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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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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
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

守則條文第A.4.1條訂明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年期委任並須接受重選。除許文浩先
生（其最初任期為兩年且其後可按年自動重續）外，本公司其他現有獨立非執行董
事並無特定委任年期。所有該等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
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接受重選。公司細則規定每名董事須於上屆獲選或重選後
不遲於本公司隨後舉行之第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此外，任何獲董事會委任
以填補臨時空缺或出任額外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之人士須在該委任隨後舉行
之股東大會上告退，惟可膺選連任。因此，董事會認為該等規定足以達至有關守則
條文之相關目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準則，其條款嚴謹程度不遜於上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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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
交易規定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於本期間內一直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交易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購買、
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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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本公
司核數師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司審閱或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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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告已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https://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eleganceoptical)。本公司於本期間之中期報告將適時
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將可於上述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創輝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于寶東先生、鍾育麟先生及黃創輝先生；而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文偉麟先生、鄭振民先生及許文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