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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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248）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97,085 112,786

銷售成本 (81,504) (91,980)

毛利 15,581 20,80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2,879 26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透過損益以公平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47) (325)

撥回應收賬款及合約資產之減值，淨額 215 1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653) (2,081)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14,898) (19,977)

融資成本 5 (1,245) (1,280)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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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832 (2,819)

稅項開支 7 (38) (3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794 (2,856)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可能於日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與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5,125 (29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全面收益（開支）收益總額 5,919 (3,154)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基本及攤薄 8 0.06仙 (0.2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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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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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67 51,995
投資物業 202,420 202,420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9,145 1,947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透過其他
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8,235 8,235

271,767 264,597

流動資產
存貨 18,360 15,874
合約資產 10 68,489 44,466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395 442
應收貿易賬款 11 11,292 13,16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906 13,548
可退回稅項 61 21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625 2,620
現金及銀行結餘 34,052 25,746

146,180 116,07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1,789 3,36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5,449 9,071
合約負債 946 1,410
租賃負債 181 376
銀行借貸 122,519 85,161
應付稅項 217 357

131,101 99,741

流動資產淨值 15,079 1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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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資產值減流動負債 286,846 280,927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75 75
遞延稅項負債 50 50

125 125

資產淨值 286,721 280,80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453 12,453
儲備 274,268 268,349

總權益 286,721 28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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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遵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詮釋」））、香
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則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原
則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此等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
而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元（惟另有指示者除外）。

2. 主要會計政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並於本集團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

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本期間及以往期間的財務業績
及狀況及╱或載列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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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分部資料

收益指銷售流動電話、銷售物聯網（「物聯網」）解決方案及總租金收入。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匯報分部如下：

於香港銷售
流動電話

於香港銷售
物聯網

解決方案

於中國大陸
和其他

東南亞國家
銷售物聯網
解決方案 物業投資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外部客戶收益 30,007 60,083 5,961 1,034 97,085

匯報分部溢利（虧損） 259 2,369 (1,811) 63 880

其他分部資料：

計入分部溢利或虧損或
分部資產計量之金額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 4 – – 4
融資成本 844 – 120 281 1,245
折舊 49 247 224 43 563
撥回應收貿易賬款之 

減值 – 560 – – 560
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 – 345 – – 345
非流動資產增加 405 – 2 – 407
匯報分部資產 104,223 62,330 12,907 220,712 400,172
匯報分部負債 106,401 2,659 4,300 17,816 13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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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匯報分部如下：

於香港銷售
流動電話

於香港銷售
物聯網

解決方案

於中國大陸
和其他

東南亞國家
銷售物聯網
解決方案 物業投資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外部客戶收益 85,101 21,949 4,615 1,121 112,786

匯報分部（虧損）溢利 1,501 (1,378) (1,778) (840) (2,495)

其他分部資料：

計入分部溢利或虧損或
分部資產計量之金額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 – – – 1
融資成本 834 – 142 304 1,280
折舊 165 94 232 33 524
撥回應收貿易賬款 
之減值 – 12 – – 12
非流動資產增加 234 111 371 – 716
匯報分部資產 76,214 54,781 14,138 231,085 376,218
匯報分部負債 70,732 9,078 4,584 23,000 107,394

匯報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代表每一分部未經分配透過
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匯兌（虧損）收益淨額及稅項開支前所錄得的
溢利（虧損）。這是匯報主要經營決策者的計量方法，以調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



8

地域資料

有關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益的資料乃根據經營所在地呈列。有關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的資
料乃根據資產的地理位置呈列。

外部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經營所在地） 91,124 107,997 242,470 242,111

中國大陸 4,042 2,159 205 349

新加坡 1,919 2,419 11,712 11,955

其他東南亞國家 – 211 – –

5,961 4,789 11,917 12,304

97,085 112,786 254,387 254,415

*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
賬之金融資產。

匯報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對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部客戶之匯報分部及綜合收益 97,085 112,786

損益

匯報分部溢利（虧損） 880 (2,495)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47) (325)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 1

綜合除稅前溢利（虧損） 832 (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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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匯報分部資產總值 400,172 370,044

未分配企業資產 17,775 10,624

綜合總資產 417,947 380,668

負債

匯報分部負債總值 131,176 99,816

遞延稅項負債 50 50

綜合總負債 131,226 99,866

為監測分部表現及分部間之資源分配：

• 除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外，
所有資產分配給匯報分部。

• 除遞延稅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給匯報分部。

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附註） 1,498 22

銀行利息收入 4 1

股息收入 1,378 2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 1

2,879 26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確認政府補助1,498,000港元，當中1,490,000

港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防疫抗疫基金」提供的「保就業」計劃有關。餘下8,000港元
與來自新加坡政府的其他補貼計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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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確認來自新加坡政府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病
疫情的政府補助22,000港元。

收取該等補貼概無附帶尚未達成條件及其他或然事項。

5. 融資成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之利息 1,141 1,148

租賃負債之利息 5 8

利息開支總額 1,146 1,156

銀行手續費 99 124

1,245 1,280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447 406

－使用權資產 116 118

563 524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6,844 12,50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10 1,072

員工成本總額 7,854 13,580

撥回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 (560) (12)

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 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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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開支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38 37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的首2,000,000港元按稅率8.25%計算而超過2,000,000

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8.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79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
2,856,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數目1,245,331,256股（二零二一年：1,245,331,256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兩個期間均無潛在普通股，故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的股份數目相同。

9.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10. 合約資產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智能系統建設服務 69,190 44,822

減：虧損撥備 (701) (356)

68,489 4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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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七日至一個月。若干已建立長期關係及有良好信譽之客戶，
則會給予較長之期限。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3,585 16,018

減：呆賬撥備 (2,293) (2,853)

11,292 13,165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5,286 6,790

31至60日 1,156 1,778

61至90日 483 501

91至180日 1,230 2,499

181至365日 1,469 1,537

超過365日 3,961 2,913

13,585 16,018

12. 應付貿易賬款、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1,789 3,36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449 9,071

7,238 1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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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837 2,145

31至60日 113 327

61至90日 28 44

超過90日 811 850

1,789 3,366

應付貿易賬款根據相關合約訂明之條款到期。平均信貸期為30至60日。

13. 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期內本公司董事（ 亦為主要管理層成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2,027 2,829
離職後福利 41 41

2,068 2,870

本公司董事的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經參考個別人士之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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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為97,0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之113,000,000港元減少約14%。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800,000港元，
而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虧損2,900,000港元。轉虧為盈乃主要
由於在回顧期間收取政府補貼1,500,000港元及股息收入增加1,400,000港元所致。

銷售流動電話

於回顧期間內，收益為30,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65%（二零二一年：
85,000,000港元），乃由於需求疲弱所致。此分部錄得溢利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1,500,000港元）。

銷售物聯網解決方案

於回顧期間，營業額為66,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7,000,000港元）。此分部錄
得溢利6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3,200,000港元。

物業投資

於回顧期間，租金收入減少100,000港元至1,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100,000

港元）。此分部錄得溢利1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800,000港元）。

前景
就流動電話業務而言，我們是諾基亞和vivo品牌的授權分銷商。下半年銷售額將
視乎零售業的復甦進度。

物聯網解決方案分部方面，我們預計營業額將因新項目的實施而增加。

物業投資分部方面，租賃市場需求疲弱將影響租金水平及租用率。

在不確定的經濟形勢及零售環境中，本集團將繼續增強成本控制及研發更多產品
以滿足市場需求，以減輕對我們業務的負面影響。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合共約為37,000,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8,000,000港元），而銀行借貸為123,000,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85,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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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具備足夠現金結餘及銀行信貸額度以滿足其承諾及營運資金需
要。資產負債比率為43%（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0%），乃指借貸總額與總
權益之百分比。

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96名員工（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92名），而僱員酬金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為6,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11,000,000港元）。僱員薪酬及花紅組合乃按個別員工功績及表現而釐定，並至少
每年檢討一次。本集團一直與僱員維持良好關係。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一般銀行信貸以(1)總賬面值為49,909,000港
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9,909,000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第一法
定押記；(2)總公平值為192,0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92,000,000

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之第一法定押記；(3)銀行存款2,625,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2,620,000港元）；及(4)總公平值為7,592,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2,389,000港元）之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作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合共作出71,0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71,000,000港元）企業擔保，作為附屬公司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遵守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列條文除外：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必須分開，且不得由同一名人士出任。本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沒有分開，而兩項職位現時由陳重義先生擔任。董事會相
信，將主席及行政總裁歸於同一名人士，使本集團在開發及執行長遠業務策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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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一貫之領導。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
規及準則，確保業務活動與決策過程獲得恰當而審慎之監管。

守則條文A.6.7規定，其中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大
會。趙雅穎先生及朱初立醫生因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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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每位董事經特定查詢後
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
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並討論有關內部控制及
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

致謝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對本公司之股東、業務夥伴及本集團全體管理人員及員工於期
內所作出之貢獻及一直以來的支持，致以衷心感謝。

刊登及寄發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適當時候在本公司之網站「www.hkc.com.hk」及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www.hkexnews.hk」刊登。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陳重義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重義先生、陳重言先生、陳明謙先生、
胡國林先生、葉文瀚先生及林文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雅穎先生、朱初立醫
生及羅家熊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