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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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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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JU TE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股份代號： 3336）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約為 4,736,000,000 港元，同比下跌約

9.3%。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 495,000,000 港元，同比下跌約

20.2%。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約 11.9%下跌至約 10.5%。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115,000,000            

港元，同比上升約 213.8%。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約為 13.6

港仙，同比上升約 216.3%。 

⚫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約達 5.3 港元，比對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 5.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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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巨騰」）董事（「董事」）組成的董事會（「董事

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4,735,642 5,222,430 

 
銷售成本  (4,240,392)  (4,601,733)   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                 495,250  620,697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52,440  53,678 

銷售及分銷開支                 (87,904) (110,840) 

行政開支               (324,208)  (369,974) 

其他開支  (81,892)  (91,929) 

融資成本 4 (42,035)  (34,417)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5 211,651 67,215 

 
所得稅開支 6 (106,555)  (57,858)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間溢利  105,096  9,357 
  ▆▆▆▆▆▆▆▆▆▆▆▆▆▆▆ ▆▆▆▆▆▆▆▆▆▆▆▆▆▆▆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14,657 36,533 

    非控制權益  (9,561) (27,176)   _________ _________ 

 
  105,096 9,357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港仙）  13.6 4.3 
  ▆▆▆▆▆▆▆▆▆▆▆▆▆▆▆ ▆▆▆▆▆▆▆▆▆▆▆▆▆▆▆ 

 

    －攤薄（港仙）  13.6 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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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105,096 9,357 
  ▆▆▆▆▆▆▆▆▆▆▆▆▆▆▆ ▆▆▆▆▆▆▆▆▆▆▆▆▆▆▆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於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 

 收入／（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617,379)  138,097    _________ _________ 

 
於其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開支：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股本投資： 

 公平值變動  (5,818) (4,150) 

 所得稅影響  - 830    _________ _________ 

   (5,818)  (3,320)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開支）（扣除稅項）  (623,197)  134,777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間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518,101)   144,134 
  ▆▆▆▆▆▆▆▆▆▆▆▆▆▆▆ ▆▆▆▆▆▆▆▆▆▆▆▆▆▆▆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07,399)  142,988 

    非控制權益  (110,702)  1,146   _________ _________ 

   (518,101)   144,1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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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63,710  8,169,862 

使用權資產               926,987 685,825 

商譽                 52,488 52,488 

遞延稅項資產  66,702 69,80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38,077 43,315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股本投資                 13,162 18,879   __________ __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額  8,661,126  9,040,175   __________ __________ 

流動資產 

存貨  2,561,131 2,620,078 

應收貿易款項 9 3,529,201 4,297,35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52,336 364,050 

衍生金融工具  -    3,680 

已抵押及限制銀行結餘  113,502 74,74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39,221 848,600   __________ __________ 

流動資產總額  7,595,391 8,208,504   __________ __________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0 991,961  1,333,04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38,225  2,337,001 

租賃負債  274,087 1,416 

應付稅項  100,629  68,286 

衍生金融工具  4,917 216 

計息銀行借貸  3,618,547  3,554,599   __________ __________ 

流動負債總額  7,028,366  7,294,563   __________ _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額  567,025    913,941   __________ __________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228,151  9,954,116   __________ _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貸  1,150,413 1,298,055 

遞延收入  44,829  47,329 

租賃負債  9,044 581 

遞延稅項負債  60,450 60,450   __________ _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額  1,264,736 1,406,415    __________ __________ 

資產淨值  7,963,415  8,547,701 
  ▆▆▆▆▆▆▆▆▆▆▆▆▆▆▆ ▆▆▆▆▆▆▆▆▆▆▆▆▆▆▆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120,001  120,001 

儲備  6,248,548  6,722,132   __________ __________ 

  6,368,549  6,842,133 
非控制權益  1,594,866  1,705,568   __________ __________ 

權益總額  7,963,415  8,547,7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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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的一切所需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

團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起審閱。本集團首次就本期間之財務

資料採用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除此以外，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二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與COVID-19疫情

相關的租金寬減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物業、機器及設備：未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

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達成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第 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相應闡釋 

   範例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1號修訂本 

 

採用上述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財務影

響。 

 

2. 業務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筆記本型電腦外殼和手持裝置外殼業務。根據管理用途，

本集團以其外殼產品經營單一業務，及只有一個可呈報的業務分部。 

 
以上可呈報的業務分部並無合計其他業務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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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分部資料 (續) 

 
地區資料 

來自外界客戶的分部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或「中國大陸」） 

（香港除外）  4,603,801 5,135,304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51,370  47,090 

其他  80,471  40,036    _________ _________ 

   4,735,642 5,222,430 
  ▆▆▆▆▆▆▆▆▆▆▆▆▆▆▆ ▆▆▆▆▆▆▆▆▆▆▆▆▆▆▆ 

 

上述收入資料乃根據客戶產品運送之所在地區作出。 

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收入 

 銷售筆記本型電腦外殼和手持裝置外殼  4,735,642 5,222,430 
  ▆▆▆▆▆▆▆▆▆▆▆▆▆▆▆ ▆▆▆▆▆▆▆▆▆▆▆▆▆▆▆ 

 

 客戶合約收入 

 (i) 分拆收入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地區市場 

 中國（香港除外）  4,603,801 5,135,304 

 中華民國  51,370 47,090 

 其他  80,471 40,036    _________ _________ 

   4,735,642 5,222,430 
  ▆▆▆▆▆▆▆▆▆▆▆▆▆▆▆ ▆▆▆▆▆▆▆▆▆▆▆▆▆▆▆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點轉讓的貨物  4,735,642 5,222,4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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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續） 

 
 (ii) 履約責任 

  銷售筆記本型電腦外殼和手持裝置外殼 

  履約責任於交付貨物時獲履行，且款項通常自交貨起計 60至 120天內支付。 

 
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147 3,611 

 津貼收入#  5,649 28,299 

 補償收入  3,559 223 

租金收入總額  13,621 13,204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回撥  - 2,411 

回撥應收貿易款項  465 - 

撇銷長期未付之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754 5,909 

撇銷長期未付之應付帳款                                                            857                        - 

外幣匯兌收益淨額  225,001  - 

其他  387 21    _________ _________ 

   252,440 53,678 
  ▆▆▆▆▆▆▆▆▆▆▆▆▆▆▆ ▆▆▆▆▆▆▆▆▆▆▆▆▆▆▆ 

 

# 於中國大陸從事業務之企業已收取為推動製造業的數項政府津貼。該等津貼並無任

何未達成的條件或其他或然事項。 

 

4. 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的利息  47,428  38,909 

 租賃負債的利息  23 60    _________ _________ 

 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利息支出總額  47,451 38,969 

 減:  利息資本化  (5,416) (4,552)    _________ _________ 

    42,035 34,4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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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的成本  4,240,392 4,601,73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25,336 493,126 

 使用權資產折舊  11,316 8,872 

 存貨撥備／（撥備回撥）淨額  18,251  (1,356)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減值回撥）  78 (2,411) 

           撇銷／（回撥）應收貿易款項  (465) 45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淨額  30,825 5,069 

 外幣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25,001) 73,256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淨額    

- 已變現虧損  40,700 - 

-   未變現虧損  8,382 11,674 
  ▆▆▆▆▆▆▆▆▆▆▆▆▆▆▆ ▆▆▆▆▆▆▆▆▆▆▆▆▆▆▆  

 

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根據本集團經營業

務的司法管轄區既有的法例、詮釋及慣例，按有關司法管轄區當時的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撥備: 

    即期－中國（香港除外） 

  本期間開支  77,401 52,48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9,873 11,397 

    即期－海外 

  本期間開支  16,729 10,86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7,525) (16,957) 

  遞延稅項  77 76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間稅項開支總額  106,555  57,8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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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任何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批准及派付前財政年度的每股普通股 8

港仙之末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 港仙），合共約

96,001,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20,001,000港元）。 

 

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14,657,000港元（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6,533,000 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45,662,671 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45,662,671 股）計算，惟

不包括期內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所持有之股份。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

利沒有攤薄效應，故並無就攤薄影響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於該期

間應佔溢利 36,533,000 港元計算。用作計算的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

845,662,671 股，惟不包括該期間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所持有之股份，與用作計算每股

基本盈利的加權平均數相同，以及所有具攤薄潛力普通股被視作獲行使為普通股時以

無償形式發行的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 7,458,960股。 

 

9. 應收貿易款項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3,532,760 4,300,833 

  減值  (3,559) (3,481)     _________ _________ 

    3,529,201 4,297,352 
  ▆▆▆▆▆▆▆▆▆▆▆▆▆▆▆ ▆▆▆▆▆▆▆▆▆▆▆▆▆▆▆ 

 
本集團所給予信貸期一般介乎60至120天。應收貿易款項不計利息。本集團並無就該

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增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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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款項（續） 

 
於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損失準備的應收貿易款項帳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1,992,133 2,780,363 

  4至 6個月  1,448,353 1,487,320 

  7至 12個月  88,715 29,669    _________ _________ 

    3,529,201 4,297,352 
  ▆▆▆▆▆▆▆▆▆▆▆▆▆▆▆ ▆▆▆▆▆▆▆▆▆▆▆▆▆▆▆ 

 

10.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不計利息，且一般須於 60至 120天結算。 
 

 於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帳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764,791 1,093,965 

  4至 6個月  205,331 215,514 

  7至 12個月  13,732 14,361 

  超過 1年  8,107 9,205    _________ _________ 

    991,961 1,333,045 
  ▆▆▆▆▆▆▆▆▆▆▆▆▆▆▆ ▆▆▆▆▆▆▆▆▆▆▆▆▆▆▆ 

 

11. 股本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股份  200,000 200,000 
  ▆▆▆▆▆▆▆▆▆▆▆▆▆▆▆ ▆▆▆▆▆▆▆▆▆▆▆▆▆▆▆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200,008,445股每股面值 0.1港元股份  120,001 120,0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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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 

自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疫情」）爆發以來，遙距工作和線上學習模式令市場對

個人電腦的需求激增，受惠於消費者及企業添購筆記本型電腦、桌面電腦用於遠端工作和學

習，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全球個人電腦銷售量寫下10年以來最快增速。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隨

著各國疫情逐漸趨緩及各社區恢復正常生活後，個人電腦銷售熱潮逐漸褪去。根據市場研究

機構高納德公司（Gartner,Inc.）發佈的調查結果顯示，2022年第一季全球個人電腦（包括

桌面電腦及筆記本型電腦）出貨量為7,790萬台，較去年同期下降6.8%。其中，於過去兩年

銷售量激增的Chromebook同比錄得大幅下滑。根據另一市場研究機構國際數據資訊有限公

司（「IDC」）發表的報告顯示，Chromebook於2022年第一季的出貨量同比下滑61.9%，

相信是因為教育市場的需求飽和以及受到疫情初期需求激增後消費者支出的放緩所影響。受

外在環境因素影響，當中包括疫情發展、全球供應鏈和國際政經環境急劇變化，全球個人電

腦市場受到一定衝擊。 

 

作為全球領先的筆記本型電腦機殼製造商，筆記本型電腦、二合一電腦機殼仍為本集團於本

期間的主要收入來源。受到全球個人電腦市場銷售量下滑影響，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收入約

4,736,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5,222,000,000港元），同比下跌約 9.3%。疫情逐漸

受控致使許多企業陸續返回辦公室工作，加上微軟新一代作業系統Windows 11已於去年上

市，引發企業商用筆記本型電腦新一波的換機潮，連帶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金屬機殼

產品的比重增加，但企業需求能否抵銷教育市場對Chromebook需求的下滑仍然有待觀察。

本期間，受到地緣局勢及美元匯率處於強勢的影響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於本期間持續貶值。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持有美元計價資產，包括美元應收貿易款項，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導致本

集團於本期間的匯兌收益顯著增加，使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同比增加約213.8%至

約115,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37,000,000港元）。 

 

為應對全球地緣局勢和受疫情影響而引發的供應鏈中斷等不確定因素，本集團將改變營運策

略，逐漸遷移部份產能至越南，把握越南製造業極具競爭力的優勢，於越南藝安省打造另一

生產基地。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及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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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零二二年下半年，預期全球個人電腦市場依然受壓於需求疲軟及通賬高企，而商用市

場需求會較教育、消費性市場穩定。巨騰將會繼續監測市場動態，發展單價較塑膠機殼為高

的金屬機殼相關的技術及市場銷售，完善產品組合，迎接下半年的機遇。巨騰對行業的發展

前景保持審慎態度，將通過持續嚴格內控、精細化管理、降本增效，進一步提升盈利能力，

力爭爲股東利益創造更多價值。 

 

財務回顧 

於本期間，隨著各國疫情逐漸趨緩及各社區恢復正常生活，全球個人電腦的需求下降，本集

團的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約 9.3%至約 4,736,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5,222,000,000 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毛利率下跌至約 10.5%（二零二一年：約

11.9%），主要歸因於本集團的收入減少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因人民幣兌美元貶值而產生的外幣匯兌收益

（主要來自換算以美元計價的應收貿易款項）約225,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外幣匯兌

虧損約73,000,000港元）、津貼收入約6,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28,000,000港元）、

利息收入約2,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4,000,000港元）和租金收入總額約14,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約13,000,000港元），導致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與去年同期相比顯

著上升約 370.3%至約252,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54,000,000港元），佔本集團收入

約 5.3%（二零二一年：約1.0%）。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經營成本（包括行政開支和銷售及分銷開支）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約

14.3 %，至約412,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481,000,000港元）。經營成本下跌主要是

由於僱員成本下跌所致。本集團的經營成本佔本集團收入之百分比下降至約8.7%（二零二

一年：約9.2%）。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其他開支主要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即遠期外匯合約）公平值虧損約 

49,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12,000,000 港元），以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

損淨額約 31,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5,000,000港元）。本集團的其他開支與去年同

期相比下跌約 10.9%至約 82,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92,000,000港元），佔本集團

收入約 1.7%（二零二一年：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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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融資成本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約22.1%，至約42,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

年：約34,0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貸款利率上升所致。於本期間，利息資本化約 

5,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5,000,000港元）。 

 

由於於本期間錄得與去年同期相比較高的除稅前溢利，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所得稅開支金額上

升至約 107,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58,000,000 港元）。由於若干附屬公司並無就

部份稅務虧損認列遞延稅項資產，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有效稅率維持在較高水平。 

 

於本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115,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37,000,000

港元）。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顯著上升，主要是由於如上述所載的本集團外幣匯兌收

益上升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貸總額約為4,769,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4,853,0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約1.7%。本集團

的銀行借貸按浮動利率計息，包括一年內到期的短期貸款、二年期貸款及五年期銀團貸款。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約4,705,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4,431,000,000港元）、約29,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7,000,000港元）及約35,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95,000,000港

元），分別以美元、新台幣及人民幣結算。 

 

於本期間，本集團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淨額由去年同期約720,000,000港元上升至約

764,000,000港元，其上升主要是由於應收貿易款項減少所致。由於購置生產設備以供安裝

於中國蘇州之新生產廠房，以及購置生產機械以加強環保措施並提高生產效率，本集團錄得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約326,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563,000,000港元）。於

本期間，由於償還銀行借貸，本集團錄得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約139,000,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約350,000,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為1,139,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49,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銀行借貸總額約4,769,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4,853,000,000港元）除以總資產約16,257,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17,249,000,000港元）計算之借貸比率增加至約29.3%（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28.1%），其上升主要是由於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總額較於二零二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總額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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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比率 

由於本集團實施較嚴謹的存貨管理政策，本集團存貨周轉日數下降至約109天（二零二一年：

約115天）。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貨下跌約2.2%至約2,561,000,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620,000,000港元）。 

 

於本期間，由於本集團客戶的結算速度較慢，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周轉日數顯著上升至約

135天（二零二一年：約102天）。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款項比對於二零二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297,000,000港元，下跌約17.9%至約3,529,000,000港元。 

 

於本期間，由於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生產物料採購減少以加強控制本集團的存貨水平，本

集團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周轉日數下跌至約42天（二零二一年：約48天）。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賬面淨值約為21,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22,000,000港元）的樓宇用作抵押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擔保。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收益以美元結算，而本集團大部分開支以人民幣為主，人民幣升值將對本

集團之盈利能力造成負面影響，反之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將對本集團之盈利能力造成正面影響。

因此，本集團已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減低美元兌人民幣價值波動而可能引致的匯兌損失。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約225,000,000港元的外幣匯兌收益（二零二一年：外幣匯兌虧損約

73,000,000港元），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約49,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12,000,000港元）。本集團的管理層將持續監察本集團的外幣匯兌風險，並採取保守的措施

以減低因外匯波動而帶來的不利影響。 

 

僱員 

於本期間，本集團約有34,000名僱員（二零二一年：約41,000名僱員），以及錄得僱員成本

約為1,520,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約1,921,000,000港元）。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與目前市況看齊，並按照個人表現調整。薪酬福利及政策會定期檢討，並

根據評核本集團的表現及個別僱員的表現後，向僱員支付酌情花紅。本集團為香港僱員設立

界定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並且按中國和中華民國的適用法律及法規為其中國和

中華民國僱員提供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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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收購樓宇、機器及辦公室設備的已訂約但未在財務資

料撥備的資本承擔約為323,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95,000,000港

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相信恰當稱身的企業管治常規對其穩健發展及業務所需相當重要，故積極制訂及實施

恰當稱身的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4第二部份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規定。本公司及本公司的

企業管治委員會定期審核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除下文所披露者外，

於本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規定。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C.2.1條守則規定，主席及執行長的職權應有區分，不得由一人同時兼

任。自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六日起，董事會主席鄭立育先生兼任本公司執行長。董事會相信，

由同一人同時兼任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執行長有助本集團在一致的領導下進行管理，並能

更有效地制定及執行本集團的整體策略。 

 

董事會將繼續不時檢討管理架構，並於有需要時作出適當改變並通知本公司的股東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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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並應用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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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認為全體董事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行為守則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政策、會計準則與慣例，以及本集團於本期間 

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及業績。 

 

刊發中期業績和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告刊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juteng）及香港交易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亦將適時根據 

上市規則，於本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網站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長 

鄭立育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鄭立育先生、邱輝欽先生、黃國光先生、林豐杰先生及徐容 

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鄭立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程嘉君先生、蔡文預先生及葉 

偉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