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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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century Holding Limited
愛世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07）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
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
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通常為中小型公司，於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
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於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愛世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
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本公告列載本公
司二零二零年之中期報告全文，並符合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中有關中期業績
初步公告附載資料之相關要求。本公司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的印刷版本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
股東，並可於聯交所GEM網站www.hkgem.com及本公司網站www.icenturyholding.com閱覽。

承董事會命
愛世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梁國雄先生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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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梁國雄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譚淑芬女士及李燕薇女士；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張慧敏女士、劉友專先生及李冠霆先生。

本公告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集團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
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i)本公告所載資料在所
有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及(ii)並無遺漏其他事宜，足以令本公告所載任何
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日期起最少七日於GEM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登載，亦將於本
公司網站www.icenturyholding.com登載。

* 如有任何歧義，本公告概以英文版為準。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
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土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
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通常為中小型公司，於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於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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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
關愛世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
們」）的資料，本集團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
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的資料
在所有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及並無遺漏其他事宜，
足以令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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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梁國雄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譚淑芬女士
李燕薇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慧敏女士
劉友專先生
李冠霆先生

公司秘書
郭志賢先生

合規主任
梁國雄先生

授權代表
譚淑芬女士
郭志賢先生

審核委員會
劉友專先生（主席）
張慧敏女士
李冠霆先生

薪酬委員會
李冠霆先生（主席）
張慧敏女士
劉友專先生

提名委員會
梁國雄先生（主席）
張慧敏女士
劉友專先生
李冠霆先生

合規顧問
大有融資有限公司
香港
夏愨道18號
海富中心
2座16樓1606室

法律顧問
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
與王小軍李樂民朱詠思律師行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聯營
香港中環
德輔道中71號
永安集團大廈
4樓402室
6樓6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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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
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畢打街11號
置地廣場
告羅士打大廈31樓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九龍
荔枝角
長沙灣道883號
億利工業中心
2樓212-215室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及轉讓 
辦事處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及 
轉讓辦事處
Link Market Services
 (Hong Kong) Pty Limited
香港
皇后大道中28號
中匯大廈16樓1601室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花園道1號

股份代號
8507

公司網站
www.icenturyhol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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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未經審核收益約43.8

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8.9百萬港元），較
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約44.5%。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虧損約為7.2百
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2百萬港元）。

•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股息（截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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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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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6 26,569 48,968 43,759 78,854
銷售成本 (21,250) (41,215) (35,453) (66,194)

      

毛利 5,319 7,753 8,306 12,660
其他收入 7 1,702 46 1,751 105
其他（虧損）╱收益 8 (588) 1,541 (235) 204
銷售及分銷開支 (1,760) (1,788) (3,231) (3,438)
行政開支 (7,133) (7,113) (13,419) (14,219)
融資成本 9 (240) (209) (435) (399)

      

除稅前（虧損）╱溢利 10 (2,700) 230 (7,263) (5,087)
所得稅抵免╱（開支） 11 29 31 70 (53)

      

期內（虧損）╱溢利 (2,671) 261 (7,193) (5,140)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0 (20) 40 (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2,631) 241 (7,153) (5,154)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13 (0.7) 0.1 (1.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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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 10,252 11,088
使用權資產 251 457

    

10,503 11,545
    

流動資產
存貨 582 227
應收貿易款項 15 15,364 11,811
已付按金及預付款項 11,982 7,622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16 2,932 2,485
預付稅項 80 2,329
已抵押銀行存款 9,00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095 16,937

    

51,035 41,41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7 5,909 3,77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392 3,734
合約負債 4,972 1,924
租賃負債 127 252
借貸 18 17,845 6,740

    

32,245 16,424
    

流動資產淨值 18,790 24,98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9,293 36,5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9 4,000 4,000
儲備 24,885 32,038

    

權益總額 28,885 36,03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06 384
租賃負債 102 110

    

408 494
    

29,293 3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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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注資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保留盈利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4,000 43,238 – (7) 5,839 53,070
期內虧損 – – – – (5,140) (5,140)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海外業務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4) – (14)

面虧損總額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14) (5,140) (5,154)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4,000 43,238 – (21) 699 47,916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4,000 43,238 – (48) (11,152) 36,038
期內虧損 – – – – (7,193) (7,193)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海外業務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40 – 4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40 (7,193) (7,153)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4,000 43,238 – (8) (18,345) 2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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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 (9,678) (11,557)
抵免╱（已付）所得稅 2,241 (6)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437) (13,563)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1 1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78) –
存入已抵押銀行存款 (9,000) –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9,07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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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活動
已付利息 (427) (399)
新增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4,000 2,000
銀行借貸還款 (7,061) (14,397)
償還租賃負債 (62) (189)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550) (12,9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0,064) (24,53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937 39,469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56 9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71) 14,9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095 26,420
銀行透支 (14,166) (11,475)

   

(3,071) 1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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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根據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
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荔枝
角長沙灣道883號億利工業中心2樓212-215室。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
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Giant Treasure 
Development Limited（「Giant Treasure」），由梁國雄先生（「梁先生」）及
譚淑芬女士（「譚女士」）（「控股股東」）控制。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主要業務為提供服裝供應鏈管理
（「供應鏈管理」）服務。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及其主
要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而除非另有列明，所有價值均湊整至最接近之千
位數（千港元）。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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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及GEM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
製。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
成本基準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
並須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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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期內，已發行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董事認為，採納於二零二零年四
月一日開始會計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編製
及呈列當期及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就尚未生效亦
未提早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言，本集團正評估新發行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的潛在影響。

4. 估計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就目前無法從其他來源得知的資產及負
債之賬面值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有關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
及其他相關因素而作出。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該等估計。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所作出之重大
判斷以及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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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於銷售服裝產品並為客戶提供服裝供應鏈管理服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規定須根據本集團組成部分的內部呈報
確定經營分部，並由首席營運決策者（「首席營運決策者」）定期檢討以分配
資源予分部和評核其表現。就資源分配及評核表現而言，向董事（即首席
營運決策者）所呈報的資料並不包括單獨經營分部財務資料，而董事亦會
整體審閱本集團財務業績。因此，概無更多關於經營分部的資料呈列。

(a) 主要客戶的資料

對本集團總收益貢獻超過10%之客戶收益載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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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A 9,101 15,491 10,549 17,197
客戶B 5,994 13,114 10,360 22,005
客戶C 3,900 不適用 7,244 不適用
客戶D – 不適用 4,530 不適用

     

不適用：貢獻低於本集團總收益10%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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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b) 地理資料

下表載列按交付貨品所在地劃分的客戶地理位置資料。非流動資產
的地理位置乃基於資產的實際地點劃分。

外部客户的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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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堅合眾國 
（「美國」） 19,409 28,848 30,542 47,169
法國 3,081 6,921 6,407 11,271
其他歐洲國家 
（附註i） 565 3,805 1,022 5,714
澳洲 2,188 5,500 3,019 9,970
加拿大 162 200 249 259
日本 737 1,385 2,020 1,943
其他地區（附註ii） 427 2,309 500 2,528

     

26,569 48,968 43,759 78,854
     

附註：

(i) 其他歐洲國家包括荷蘭及英國。

(ii) 其他地區包括阿根廷、香港、南韓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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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b) 地理資料（續）

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8,550 9,114
中國（不包括香港） 1,795 2,241
法國 158 190

   

10,503 11,545
   

6. 收益
客戶合約收益分拆：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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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品銷售 26,569 48,968 43,759 7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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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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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1 4 1 16
貿易索償 – – – 1
政府補貼 1,693 – 1,747 –
雜項收入 8 42 3 88

     

1,702 46 1,751 105
     

8. 其他（虧損）╱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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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早終止租賃虧損 (29) – (29) –
外匯淨（虧損）╱收益 (65) 143 (74) 264
應收貿易款項的已確認 
減值虧損淨值 (577) 1,398 (297) (60)

已收回壞賬 83 – 165 –
     

(588) 1,541 (235)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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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財務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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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透支利息 209 200 400 386
銀行借款利息 27 4 27 8
租賃負債利息 4 5 8 5

     

240 209 435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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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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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數師薪酬 142 150 298 3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59 428 917 857
使用權資產折舊 44 90 108 90
有關短期租賃之租賃開支 258 238 509 570
銷售貨品成本 19,283 38,907 32,726 63,23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附註）
－薪金及工資 5,958 5,733 11,621 11,222
－員工福利 25 65 108 6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15 162 401 315

6,198 5,960 12,130 11,603
     

附註：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內之薪金及工資約為2,935,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87,000港元）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約為215,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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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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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期內扣除 – (6) – (6)

即期稅項－海外稅項
－期內扣除 (8) – (8) –

     

(8) (6) (8) (6)

遞延稅項
－期內抵免╱（扣除） 37 37 78 (47)

     

29 31 7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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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所得稅抵免╱（開支）（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乃按最高2,000,000港
元估計應課稅溢利的8.25%及2,000,000港元以上估計應課稅溢利的任何
部分的16.5%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其他
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
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
稅法實施規定，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附
屬公司之稅率為25%。

其他海外附屬公司稅項按附屬公司營運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適用稅率計
算。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本集團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
就香港利得稅及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12.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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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每股（虧損）╱盈利
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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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損╱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盈利所用之（虧損）╱盈利 (2,671) 261 (7,193) (5,140)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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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盈利所用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4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概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原因為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發行在外之攤薄潛在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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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
7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15. 應收貿易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18,611 14,762
減：信貸虧損撥備 (3,247) (2,951)

   

15,364 1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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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收貿易款項（續）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款項賬齡分析（與各自收益確認日期相
近，且已扣除呆賬撥備）：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5,817 913
31至60天 1,275 945
61至90天 301 4,075
超過90天 7,971 5,878

   

15,364 11,811
   

本集團已為其貿易客戶執行信用政策，並根據與客戶之業務關係時長、聲
譽及付款歷史授予信用期。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最多90天信用期（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60天）。

16.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求償還。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應收關聯公司款項的最高金額約為
2,93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48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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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應付貿易款項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款項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2,696 960
31至60天 202 493
61至90天 343 611
超過90天 2,668 1,710

   

5,909 3,774
   

應付貿易款項為免息，且一般以30天期限結清。

18. 借貸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或按要求：
銀行借貸－已抵押並有擔保 3,679 74
銀行透支－已抵押並有擔保 14,166 6,666

   

17,845 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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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借貸（續）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授予本集團之銀行借貸融資及銀行透支已有下
列抵押並具有下列擔保：

(a) 本公司執行的企業擔保；

(b) 梁先生、譚女士及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根據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計
劃就以一間銀行為受益人上限不超過全部融資金額的非循環融資訂
立一項擔保；

(c) 本集團有價值約為6,577,000港元的樓宇（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6,661,000港元）；及

(d) 已抵押銀行存款為9,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零）。

銀行借貸及銀行透支之全部結餘均已抵押、有擔保並以浮動利率計息。香
港若干銀行提供浮動利率銀行借貸，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之溢價或折
扣方式，或以最優惠利率支付利息。銀行借貸及銀行透支的實際年利率介
乎2.75%至5.25%。

19.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400,000 4,000

   

2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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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大關連方交易
(a) 關連方交易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以下
期
間訂立以下重大關連方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榮聯投資有限公司支付租金開支 246 246
向駿域投資有限公司支付租金開支 207 207

   

附註： 該關聯公司由梁先生及譚女士控制，彼等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兼執行董事。

(b) 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5,251 5,313
離職福利 88 103

   

5,339 5,416
   

(c) 關聯公司之尚未償還結餘
與關聯公司之結餘詳情披露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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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緒言
本集團為一家服裝供應鏈管理服務供應商，其服務包括產品開發、原材料採
購、生產管理、品質控制及物流安排。本集團的主要客戶大多數為美國及歐洲
服裝零售品牌，該等客戶藉旗下產品推廣並銷售產品。本集團主要客戶的產品
風格和功能一般屬適合普羅消費者的休閒生活風格及適用於戶外活動的戶外功
能。

本集團並無擁有自家服裝品牌。本集團所有產品均根據客戶提供之規格及要求
生產，並因應客戶品牌需要及預算向客戶就產品設計及規格（如原材料選擇、風
格及樣式）提供建議。

本集團的產品由位於中國的生產供應商或貿易公司供應商委聘的其他生產商生
產。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約43.8百萬港元，較截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78.9百萬港元減少約44.5%。截至二零二
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毛利約為8.3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12.7百萬港元。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16.1%增加至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9.0%。毛
利率上升主要由於供應商提供具有競爭力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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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收益主要來自透過為客戶提供服裝供應鏈管理服務銷售主要服裝產品（例
如外套、梭織襯衫、套頭上衣、褲子、短褲、T恤及其他產品（包括裙子、上衣
及飾物如口罩和袋子））。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
經審核的收益約43.8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
78.9百萬港元，減幅約44.5%。收益減少主要由於因爆發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
（「COVID-19」）導致主要市場遭到關閉。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產品類別
劃分之未經審核收益明細：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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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套 18,675 42.7 39,920 50.6
梭織襯衫 3,610 8.3 9,973 12.6
套頭上衣 12,536 28.6 20,075 25.5
褲子及短褲 4,874 11.1 6,455 8.2
T恤 1,258 2.9 462 0.6
其他產品（附註） 2,806 6.4 1,969 2.5

     

43,759 100.0 78,854 100.0
     

附註： 其他產品包括裙子、上衣及飾物，如口罩及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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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製成品的銷售量為419,836件，
而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738,553件。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零
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各產品類別之總銷售量：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售出件數 % 售出件數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套 85,680 20.4 228,475 30.9
梭織襯衫 28,831 6.9 73,396 9.9
套頭上衣 219,929 52.4 350,418 47.5
褲子及短褲 39,605 9.4 60,763 8.2
T恤 22,034 5.2 5,788 0.8
其他產品（附註） 23,757 5.7 19,713 2.7

     

419,836 100.0 738,553 100.0
     

附註： 其他產品包括裙子、上衣及飾物，如口罩及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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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產品類別售價主要根據（其中包括）購貨成本、預計溢利率及經常性開支。因
此，產品售價可能因各客戶不同採購訂單而有差異。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零年
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售予客戶之各產品類別每件製成品的平均
售價：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平均售價
（附註1）

平均售價
（附註1） 變動率

港元 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套 218.0 174.7 24.8
梭織襯衫 125.2 135.9 (7.9)
套頭上衣 57.0 57.3 (0.5)
褲子及短褲 123.1 106.2 15.9
T恤 57.1 79.8 (28.4)
其他產品（附註2） 118.1 99.9 18.2

    

整體 104.2 106.8 (2.4)
    

附註：

1. 平均售價指期內收益除以期內總銷售量。

2. 其他產品包括裙子、上衣及飾物，如口罩及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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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銷售貨品成本、原材料及消耗品、物流及運輸、實驗室測試
及檢查費用、報關及牌照費用以及其他費用。本集團銷售成本從截至二零一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66.2百萬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約35.5百萬港元。有關減少乃由於銷量減少。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毛利從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2.7百萬港元減少約4.4
百萬港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8.3百萬港元。本集團毛利
率從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6.1%增加至截至二零二零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9.0%。本集團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供應商提供具有競
爭力的價格。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i)銀行利息收入、(ii)雜項收入及(iii)政府補貼。本集團其他收入
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1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8百萬港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從香港特區政府在防疫抗疫基
金下推行的保就業計劃獲得補貼約1.7百萬港元。

其他虧損或收益
其他虧損或收益包括(i)外匯淨虧損或收益；(ii)應收貿易款項的已確認減值虧損
及(iii)已收回壞賬。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其他虧損
約0.2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錄得其他收益約0.2
百萬港元。該虧損主要由於(i)外匯虧損增加；及(ii)就應收貿易款項確認減值虧
損淨額，並被已收回壞賬增加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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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i)海外差旅及(ii)採購人員之薪金及強積金。銷售及分
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3.4百萬港元減少約6.0%至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3.2百萬港元。銷售及分銷開支淨減少
主要由於COVID-19導致全球旅行受限，海外旅行的遊客減少。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i)董事薪酬；(ii)一般及行政人員的員工成本及福利；(iii)法律
及專業費用、會計費用及合規成本；(iv)酬酢；及(v)租金及差餉。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4.2百萬港元減少至截至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3.4百萬港元，減幅約5.6%。有關減少主
要由於法律及專業費用以及酬酢開支減少。

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從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399,000港元增加
約36,000港元或約9.0%至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435,000
港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為其日常營運提供資金而作出之銀行借貸增加所
致。

所得稅抵免或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抵免約7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開支約53,000港元）。所得稅抵免主要來自截至二
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可享有較少資本撥備的遞延稅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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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溢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虧損約為7.3百萬港元，而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虧損約為5.1百萬港元。虧損主要
由於如上文所披露收益大幅減少。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的現金
流量及銀行借貸撥付營運資金。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分別為約18.8百萬港元及25.0百萬港元，包
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別約11.1百萬港元及16.9百萬港元。本集團流動比率由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5倍減少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約1.6倍。

董事認為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具備充足財務資源支持其業務及營運。

資本負債比率
資本負債比率乃按債務總額（包括借貸及租賃負債）除以總權益計算。於二零二
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分別約為
62.6%及19.7%。資產負債比率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計息貸款由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約6.7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17.8百萬港元。於二零
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動用已承諾銀行信貸約15.8百萬港元。考慮到其
擁有可用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銀行信貸融資，本集團擁有充足流動資產滿足其
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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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本集團面臨的主要風險概述如下：

(i) 本集團面臨客戶信貸風險；

(ii) 本集團依賴若干主要客戶，且不會與其訂立長期合約。任何與本集團主要
客戶的業務關係中斷可能會對我們的業務、前景、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
成重大不利影響；

(iii) 本集團須承受南亞及東南亞生產商競爭對手造成的激烈競爭，倘本集團未
能成功與競爭對手競爭，則盈利能力及財務表現或受負面影響；

(iv) 有關本集團涉及美國及法國客戶以及英國脫歐的業務經營風險；

(v) 本集團倚賴第三方生產服裝產品，與供應商的關係或彼等的經營的任何中
斷可能會對我們的業務構成不利影響；

(vi) 我們大部分的供應商均位於中國，而中國經濟、政治及社會狀況的任何重
大不利轉變可能會對我們的業務及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vii) 本集團大部分向美國銷售的產品均於中國生產，因此中美貿易摩擦或會對
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及

(viii) 倘未能維持有效的品質監控系統，或會對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
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有關本集團面臨的其他風險及不確定因素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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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對其庫務政策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方針，因此於報告期內維持穩健的流
動資金狀況。本集團管理層透過履行持續信貸評估及監察即時收回款項，定期
檢討應收貿易款項可收回金額，並於必要時就不可收回金額作出足夠減值虧
損。為更有效地控制成本及將資金成本降至最低，本集團集中進行庫務活動，
而現金一般存放於香港的主要持牌銀行，並以港元計值。

資本架構
股份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六日成功於GEM上市。自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六日起，
本公司之資本架構概無任何變動。本集團之股本架構包括已發行股本及儲備。
董事定期審閱本集團之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4,000,000港元，已發行
40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四日，本集團抵押9.0百萬港元銀行存款作為授予本集團透
支融資15.0百萬港元之擔保（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於二零二零年九
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6.6百萬港元樓宇已抵押作為本集團獲得銀行貸款之
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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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
司或聯屬公司的事項。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中報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
資本資產的其他計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零）。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於香港營運，大部分交易以港元（「港元」）、美元（「美元」）及人民幣（「人
民幣」）結算。外匯風險由未來商業交易、已確認資產及負債引起，均以非本集
團功能貨幣計值。

只要港元仍與美元掛鈎，則本集團不會承受港元兌美元相關的外匯風險。

以人民幣、歐元（「歐元」）及澳元（「澳元」）計值的交易及貨幣資產屬極少量，本
集團認為概無有關人民幣、歐元及澳元的重大外匯風險。

本集團現時並無有關以外幣計值的資產及負債的外匯對沖政策。本集團將密切
監察外匯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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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54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50名）。本集團員工成本主要包括董事薪酬、薪金、其他員工福利及退休計
劃供款。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總員工
成本（包括董事薪酬）分別約為12.1百萬港元及11.6百萬港元。薪酬乃參考現行
市場狀況及個別員工的表現、資質、經驗、職位及資歷釐定。

薪酬委員會將參考董事的經驗、職責、工作量、對本集團付出的時間以及本集
團的表現，檢討及釐定董事的薪酬及福利待遇。

前景
本集團業務環境受C O V I D - 1 9疫情及中美政治及貿易糾紛的嚴重影響。
COVID-19已在世界範圍廣泛傳播，全球經濟受到疫情的影響。與二零一九年相
比，第一及第二季度本集團整體收益下降約40%至45%。

回顧我們的主要市場，第一波封鎖及業務關閉席捲整個歐洲國家；美國解除封
鎖暫不確定，而澳洲即將解除COVID-19疫情的封鎖。

管理層預計，除澳洲外，對供應鏈管理服務的需求將在二零二零年餘下時間保
持停滯。為應付澳洲的需求，本集團將投入更多資源開拓新客戶以及樹立形象
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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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按發售價每股股份0.58港元計算，於扣除上市相關開支後，股份發售所得款項
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約為31.0百萬港元。本集團將按本公司招股章程「業務目
標及未來計劃」一節所載運用該所得款項淨額。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及實際用途載列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招股章程所載之
所得款項淨額

擬定用途

直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所得款項淨額

實際用途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擬定用途
經修訂時間表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i)） （附註(ii)）

     

於美國及法國增設代表辦事處 20,257 4,233 16,024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末前
於中國開設品質監控辦事處 4,679 4,679 – 不適用
償還銀行借貸 4,144 4,144 – 不適用
一般營運資金 1,900 1,900 – 不適用

    

30,980 14,956 16,024
    

如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的公告所披露，董事會將繼續採取審慎態度
並持續評估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計劃，並可能因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狀況
（包括美國、法國及其他潛在市場）在必要情況下另行修改或修訂相關計劃

附註：

(i) 未動用所得款項存放於香港持牌銀行。

(ii) 動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的經修訂時間表乃根據本公司最佳預計而作出，並經參考（其中包括）現
行及未來市況以及業務發展及需要，因此可予更改。

(iii) 未動用上市所得款項淨額預期將根據招股章程所披露本公司的計劃動用，惟動用招股章程所披
露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的原定時間表因（其中包括）中美政治及貿易糾紛以及COVID-19肆意傳播而
有所推遲除外。

(iv) 本集團將延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乃由於營商環境受中美貿易糾紛及COVID-19全球大流行影
響，且經濟環境預期將於二零二一年年初得到改善。



2020年中期報告38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
倉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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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登記於該條所指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梁國雄先生（「梁先生」）（附註） 受控制法團權益 280,000,000 70%
譚淑芬女士（「譚女士」）（附註） 受控制法團權益 280,000,000 70%

    

附註： 該280,000,000股股份登記於Giant Treasure Development Limited（「Giant Treasure」）名下，
該公司由梁先生及譚女士分別實益擁有50%及50%之權益。梁先生及譚女士為夫妻關係，故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梁先生及譚女士被視為於Giant Treasure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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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
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任何其他(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
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
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
記於該條所指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
的董事進行交易的規定準則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董事收購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使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得
以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取利益。

董事於合約的權益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董事
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所訂立且對本
集團業務而言屬重大的任何合約中擁有重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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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
淡倉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
除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
須記錄於本公司登記冊內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
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彼等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在本
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的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持有的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的
概約百分比

    

Giant Treasure 實益擁有人 280,000,000（附註） 70%
    

附註： 該280,000,000股股份登記於Giant Treasure名下，該公司由梁先生及譚女士分別實益擁有50%
及50%之權益。梁先生及譚女士為夫妻關係，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梁先生及譚女士被視為
於Giant Treasure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上
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一段
所披露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
或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
益或淡倉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須予存置的登記冊之權益或淡
倉，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
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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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董事並無知悉董事、控股股東（定義見GEM
上市規則）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的業務或於當中的權
益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以及概無任何有關人士與本集團有或可
能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以本公司（為其本身
及作為其附屬公司的受託人）為受益人訂立不競爭契據，有關詳情載於招股章程
「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一節。

合規顧問的權益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6A.19條，本公司已委任大有融資有限公司（「大有」）為合
規顧問，除本公司與大有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訂立之合規顧問協議外，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大有或其任何董事或僱員或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證券擁有或可能擁有任何權益（包括認購有關證券的購股權
或權利）。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已採納及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載列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直至本報告日期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條文，惟
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應予區分，並
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梁先生擔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鑒於梁先生自二零
零八年起經營及管理本集團，董事會相信梁先生將會為本集團帶來強有力及貫
徹一致的領導。因此，董事會認為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於該情況下屬適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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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
5.48至5.67條所載的所需交易標準（「標準守則」）。本公司亦已向所有董事作出
特定查詢，且本公司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直至本
報告日期有任何未符合標準守則之行為。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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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後並無將對本集團營運及財務業績造成重大影響的重大事
項。

董事資料變動
於本公司上一份年報日期後，本公司並無獲悉董事資料之任何變動而須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17.50A(1)條予以披露。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C.3.3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制定
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張慧敏女士、劉友
專先生及李冠霆先生，劉友專先生亦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並為具備合
適專業資格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提名及監督本公
司的外聘核數師，並監察本公司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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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報告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業績，認為有關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GEM上市規則規定，並
已作出充足的披露。

承董事會命
愛世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梁國雄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梁國雄先生、譚淑芬女士及李燕薇女士，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張慧敏女士、劉友專先生及李冠霆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