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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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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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達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0）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開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的比較數字概述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372,293 444,147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4 29,133 (23,613)

成品及半製品存貨的變動 (32,843) (16,544)
成品的採購成本 (36,243) (8,462)
耗用原料及物料 (28,039) (80,500)
員工成本 5(b) (158,256) (187,898)
折舊 5(d) (33,618) (35,446)
其他經營費用 5(c) (123,694) (115,533)

  

經營虧損 (11,267) (23,849)
財務成本 5(a) (9,865) (12,38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除虧損 (41,851) (25,331)
向聯營公司貸款減值虧損 (4,169) (3,025)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盈餘 (43,059) 51,532

  

除稅前虧損 5 (110,211) (13,060)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715 (981)

  

本年度虧損 (109,496) (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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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10,366) (14,364)
非控股權益 870 323

  

本年度虧損 (109,496) (14,041)
  

每股虧損
基本 7(a) (11.61)¢ (1.51)¢
攤薄 7(b) (11.61)¢ (1.51)¢

  

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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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虧損 (109,496) (14,04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及重新分類調整）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香港境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經扣除稅項港幣零元） (1,018) 3,841
註銷附屬公司後釋放外匯儲備 4 – 40,67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10,514) 30,473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11,610) 30,209
非控股權益 1,096 264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10,514) 3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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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985,510 2,007,898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211,412 225,532

  

2,196,922 2,233,430

無形資產 419 366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5,372 82,855
其他金融資產 41,499 24,955
按金及預付款項 8,855 2,028
遞延稅項資產 6,272 9,709

  

2,309,339 2,353,343
  

流動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 5,000 5,000
交易證券 14,047 7,892
存貨 8 202,633 239,679
本期可收回稅項 208 7,088
向聯營公司貸款 39,699 23,70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10,712 129,2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8,964 107,978

  

461,263 520,55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合約負債 10 126,969 119,662
銀行貸款 324,351 323,733
租賃負債 9,229 10,194
本期應付稅項 35,697 20,799

  

496,246 474,388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34,983) 46,168
  

總資產減除流動負債結轉 2,274,356 2,3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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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承前總資產減除流動負債 2,274,356 2,399,51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5,093 55,412
租賃按金 3,623 3,615
遞延稅項負債 20,067 24,377
應計僱員福利 18 38

  

68,801 83,442
  

資產淨額 2,205,555 2,316,069
  

資本及儲備 11
股本 95,059 95,059
儲備 2,106,674 2,218,284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2,201,733 2,313,343

非控股權益 3,822 2,726
  

總權益 2,205,555 2,316,069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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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本公佈並不涵蓋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惟當中所載資料
乃摘錄自有關綜合財務報表初稿。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本集團以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
的權益。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詞彙包
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編製。綜
合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

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港幣34,983,000元，而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錄得流動
資產淨額港幣46,168,000元。儘管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負債淨額，本
集團於同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港幣88,964,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107,978,000元），
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港幣
97,869,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40,039,000元）。此外，基於管理層所編製涵蓋自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不少於十二個月期間的現金流量預測，以及未動用的銀行融資額為港
幣418,662,000元，董事認為，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預測現金流量可加強本集團的財務狀
況，並使本集團有足夠的財務資源履行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未來十二個月內到
期的財務責任。因此，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惟投資物業及債務與股本工具以公允
價值呈列則除外。

本公司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初步業績公佈的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的財務報表草擬本所載的金額作比較，
並認為該等金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所進行的工作受到限制，並不構成審核、
審閱或其他核證聘用，故核數師未就本公佈發表任何核證。

2. 會計政策的變動

本集團已將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應用於當前會計期間的財
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外，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
新準則或詮釋。採納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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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該等修訂本提供一項可行權宜方法，准許承租人無需評估直接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產生
的若干合資格租金寬減（「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是否為租賃修訂，相反，承租人
按猶如該等租金寬減並非租賃修訂而將其入賬處理。

本集團已選擇提早採納該等修訂本，並將可行權宜方法應用於本集團於年內獲取的所有合
資格的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因此，所收取的租金寬減已入賬列為於觸發該等付
款的事件或情況發生期間在損益中確認的負值可變租賃付款。此舉對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
日的期初權益結餘並無影響。

3. 收入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部門管理其業務，而部門則按業務線劃分。按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
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匯報資料的方式一致，本集團已呈列下列三個可呈報分部。並無
綜合計算經營分部以組成以下可呈報分部。

玩具及模型火車： 製造及銷售塑膠、電子及填充式玩具以及模型火車。此等產品由本集
團位於中國大陸的生產設施所生產。

物業投資： 出租寫字樓物業及工業大廈以賺取租金收入以及從物業持久升值中獲
益。

投資控股： 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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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a) 收入分拆

按主要收入類別劃分的客戶合約收入分拆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客戶合約收入
－銷貨 327,982 403,809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來自固定租賃付款的投資物業的租金總收入 44,311 40,338

  

372,293 444,147
  

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多樣化，其中有一名（二零一九年：一名）客戶與本集團的交易額
超過本集團收入的10%。於二零二零年，向上述一名（二零一九年：一名）客戶銷售
玩具及模型火車的收入（包括向本集團已知受此客戶共同控制之實體的銷售）約為港幣
56,748,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128,555,000元），乃源自於玩具及模型火車業務活躍
的北美洲（二零一九年：北美洲）地區。

(b)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之間分配資源，本集團的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察
各個可呈報分部應佔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不包括無形資產、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遞延稅項資產、本期可收回稅項、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向聯營公司貸款及其他企業
資產。分部負債包括所有負債，惟不包括應付聯營公司款項、本期應付稅項、遞延
稅項負債及其他企業負債。

收入及開支乃參考該等分部所得的銷售額及該等分部所產生的開支，或因該等分部應
佔資產的折舊或攤銷而產生的開支，分配至可呈報分部。

呈報分部溢利所用的計量方式為「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收入」，
其中「利息」視為包括投資收入。為計算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收
入，本集團的盈利已進一步就未具體分配至個別分部的項目作出調整，如應佔聯營公
司溢利減除虧損及其他總部或企業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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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除接收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收入有關的分部資料外，管理層亦
獲得有關收入（包括分部間的銷售）、由分部直接管理的現金結餘及借貸所產生的利息
收入及開支、由分部營運使用的非流動分部資產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及添置的分部
資料。分部間的銷售乃參考就同類訂單向外界人士收取的價格進行定價。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提供予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
人員作資源分配和評估分部表現的本集團可呈報分部資料如下：

玩具及模型火車 物業投資 投資控股 總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327,982 403,809 44,311 40,338 – – 372,293 444,147
分部間收入 – – 1,858 1,858 – – 1,858 1,858

        

可呈報分部收入 327,982 403,809 46,169 42,196 – – 374,151 446,005
        

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經調整扣除利息、 
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收入） (38,036) 10,288 34,912 28,779 (3,624) (3,824) (6,748) 35,243

利息收入 86 145 – – 2,964 2,056 3,050 2,201

利息開支 (9,865) (12,387) – – – – (9,865) (12,387)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33,454) (35,371) – (9) (198) (99) (33,652) (35,479)

可呈報分部資產 523,299 584,877 2,002,121 2,030,291 385,486 366,538 2,910,906 2,981,706

年內增加之非流動分部資產 36,821 32,977 23,078 22,020 15,567 13,533 75,466 68,530

可呈報分部負債 758,777 783,943 43,661 43,187 4,797 6,111 807,235 83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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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c) 可呈報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可呈報分部收入 374,151 446,005
撇銷分部間收入 (1,858) (1,858)

  

綜合收入 372,293 444,147
  

溢利

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6,748) 35,243
撇銷分部間溢利 – –

  

來自本集團外界客戶的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6,748) 35,243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29,133 (23,613)
折舊及攤銷 (33,652) (35,479)
財務成本 (9,865) (12,38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除虧損 (41,851) (25,331)
向聯營公司貸款減值虧損 (4,169) (3,025)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盈餘 (43,059) 51,532

  

綜合除稅前虧損 (110,211) (13,060)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2,910,906 2,981,706
撇銷分部間應收賬款 (331,238) (339,512)

  

2,579,668 2,642,194

無形資產 419 366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5,372 82,855
向聯營公司貸款 39,699 23,709
本期可收回稅項 208 7,088
遞延稅項資產 6,272 9,70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8,964 107,978

  

綜合總資產 2,770,602 2,873,899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807,235 833,241
撇銷分部間應付賬款 (331,238) (339,512)

  

475,997 493,729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33,286 18,925
本期應付稅項 35,697 20,799
遞延稅項負債 20,067 24,377

  

綜合總負債 565,047 55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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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d)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以下地區分佈的資料：(i)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及(ii)本集團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非即期按金及預付款項及於聯營公司的權益（「指定非流動
資產」）。客戶之地區分佈乃依據提供服務或交貨的地點劃分。指定非流動資產的地理
位置乃基於資產的實際位置（倘為物業，廠房及設備），或其被分配的營運地址（倘為
無形資產），或營運地址（倘為於聯營公司的權益）而定。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指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居籍地） 44,665 41,104 2,045,454 2,078,445
    

中國大陸 1,810 2,232 72,355 84,046
北美洲 197,296 262,866 98,049 111,758
歐洲 128,153 137,179 31,916 33,044
其他 369 766 13,794 11,386

    

327,628 403,043 216,114 240,234
    

372,293 444,147 2,261,568 2,31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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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入

向聯營公司貸款的利息收入 2,609 1,593
其他利息收入 441 608
向租戶收取的空調、管理及保養服務費 5,290 4,780
租賃修改收益 255 102
政府補助（附註(i)） 5,696 –
材料收費 817 478
撇減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3,455
雜項收入 3,366 3,466

  

18,474 14,482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淨額 38 678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6,187 (1,222)
證券買賣的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 3,597 1,223
其他金融資產的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 837 1,899
註銷附屬公司虧損* – (40,673)

  

10,659 (38,095)
  

29,133 (23,613)
  

* 於二零一九年註銷時，本集團附屬公司山打根實業（東莞）有限公司及山打根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未進行任何商業活動，亦無任何資產及負債。於註銷後，與該等附屬公
司相關之相應匯兌儲備港幣40,673,000元已被解除及於本年度損益確認。概無對此項
目的稅務影響。

(i)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成功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設立的防疫抗
疫基金下的「保就業」計劃及英國政府設立的冠狀病毒職位保留計劃申請資助。基金的
目的是為企業提供財務支援，以保留可能被裁員的僱員。根據資助條款，本集團於
補貼期間不得裁員，並將基金用於支付僱員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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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的利息 7,605 9,406
租賃負債利息 2,260 2,981

  

9,865 12,387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44,851 169,693
僱主向指定供款退休金計劃作出的供款，已扣除沒
收供款港幣零元（二零一九年：港幣9,000元） 13,405 18,205

  

158,256 187,898
  

(c) 其他經營費用

本年度其他經營費用包括：

無形資產攤銷 34 33
減值虧損增加╱（撥回）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9,137 27
－貿易應收賬款 77 (198)
－其他應收款項 394 (1,057)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4,830 4,473
－稅務服務 45 262
廣告及推廣 7,832 9,663
建築物管理及保安服務費 4,060 4,631
娛樂 2,026 2,569
燃料、電力及水 9,023 12,154
政府地租及差餉 2,396 2,820
保險 3,986 4,366
法律及專業費用 5,521 4,339
辦公用品 941 1,447
經營租賃費 778 544
郵費、電話及傳真 2,263 2,267
產品檢測費 997 1,899
維修及保養 11,129 5,170
研究與開發 964 903
特許權使用費、佣金及銷售服務費 9,688 8,084
分包費用 17,033 26,703
工具及消耗品 1,678 4,275
交通及差旅 9,492 1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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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d) 其他項目

折舊
－自置資產 22,163 22,172
－使用權資產 11,455 13,274
存貨成本 223,595 272,303
投資物業的應收租金減除直接開支港幣5,316,000元 
（二零一九年：港幣5,880,000元） (38,995) (34,458)

  

存貨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折舊費用、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以及租賃開支港
幣81,827,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105,151,000元），該數額亦已分別計入上文單獨披露的
總額以及綜合損益表內各個開支類別中。

6. 綜合損益表內的所得稅

(a) 綜合損益表內的稅項指：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42 208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20) (20)

  

22 188
  

本期稅項－香港境外
本年度撥備 145 2,300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9) 975

  

126 3,275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863) (2,482)

  

(715) 981
  

二零二零年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二零一九年：16.5%）計
提撥備。

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的附屬公司的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25%（二零一九年：25%）。

5. 除稅前虧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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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損益表內的所得稅（續）

(a) 綜合損益表內的稅項指：（續）

本集團英國及美國業務適用的企業稅率分別為19%（二零一九年：19%）及21%（二零一
九年：21%）。

香港境外其他附屬公司的稅項乃按照相關司法權區稅制的適用現行稅率計算。

(b) 稅務（抵免）╱開支與按適用稅率計算的會計虧損對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 (110,211) (13,060)
  

除稅前虧損的名義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獲得溢利的
適用稅率計算 (6,122) 10,309

不可扣減支出的稅務影響 13,921 14,289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9,850) (29,727)
之前未確認的已使用稅務虧損的稅務影響 (423) (25)
未確認的未使用稅務虧損的稅務影響 1,638 4,789
未確認的其他暫時差異的稅務影響 63 138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39) 955
其他 97 253

  

實際稅項（抵免）╱開支 (715) 981
  

7.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港幣110,366,000元（二零一九
年：港幣14,364,000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950,588,000股（二零一九
年：950,588,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本公司並無具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因此，二零二零
年及二零一九年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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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貨

已確認為開支及計入損益的存貨金額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賬面值 220,724 281,552
存貨撇減 2,895 –
存貨撇減撥回 (24) (9,249)

  

223,595 272,303
  

撥回以往年度所作的存貨撇減乃由於隨後出售此等存貨所致。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根據發票日並經扣除虧損撥備
作出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31,431 44,732
一至三個月 41,484 32,899
三至十二個月 15,593 18,335
十二個月以上 711 351

  

89,219 96,317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合約負債

預期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關連公司及聯營公司款項除外）於一年內償付或確
認為收入或須按要求償還。

應付關連公司及聯營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關連公司與本公司有共同
董事及股東。

截至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計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根據發票日作出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7,599 8,264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 7,554 6,315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 1,697 1,833
六個月以上 1,535 598

  

18,385 1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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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i)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一九
年︰港幣零元）。

(ii) 於上個財政年度的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股息，年內經確認並已支付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有關上個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 
（年內經確認並已支付）每股港幣零仙 
（二零一九年：每股港幣1.0仙） – 9,506

  

(b) 已發行股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港幣千元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的 
普通股 1,000,000 100,000 1,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年初及年末 950,588 95,059 950,588 95,059

    

(c) 股份溢價

股份溢價賬的應用受《一九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第40條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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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激烈的競爭、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及擴散，以及中美緊張局勢對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的
表現構成顯著影響。本集團相信經濟需要一段時間方能復甦。為應對不利情況，本集團
將使其業務多元化，推行各種措施以提高效率及加強成本控制措施。

玩具及模型火車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收入約為港幣3.2798億元，較去年減少約
18.78%。

本集團將繼續開拓新銷售商機及以具競爭力的價格生產高品質的產品以持續其業務。

物業投資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的租金收入約為港幣0.4431億元，
較去年增加約9.84%。此外，本集團的投資物業於年內錄得估值虧損約港幣0.4306億
元，而去年則錄得估值盈餘約港幣0.5153億元。

於回顧年度內，其投資物業的出租率約為67%（二零一九年：約73%）。

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可能受到與本集團業務有關的多種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影
響。本集團識別到的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載述如下：

業務風險

本集團核心業務的表現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但不限於經濟狀況，即使有嚴格的
經營程序，亦未必能完全減輕該等影響。

利率風險

本集團承受的利率風險主要來自銀行借貸。本集團以動態基準分析其利率風險，並以節
省成本的方式管理此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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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本集團因未能取得充足資金而在債務到期時不能履約的潛在情況。管理
流動資金風險時，本集團監察現金流量，並將與銀行協商提高銀行融資額（倘必要）。

客戶風險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的其中一個客戶的銷售佔本集團的銷售額約17%。本集團致力於
多元化發展其客戶基礎，並向客戶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維持與客戶間的良好關係，以
減輕客戶風險。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資產、負債及交易乃以港幣、美元、英鎊（「英鎊」）、人民幣（「人民幣」）、
日圓（「日圓」）及歐元（「歐元」）計值。因此，本集團面臨一定程度的匯兌風險，主要來自
以匯率波動相對較高的英鎊、人民幣、日圓及歐元計值的交易。

環境政策及表現

本集團已制定環境、健康及安全管理制度與集團環保政策以有效解決及管理業務中環保
問題。我們的環境、健康及安全委員會通過常規檢查監督本集團所有生產設施環境保護
方面的整體表現。我們致力於建立綠色企業文化，實施清潔生產，改善企業環境，及以
可持續、高效的方式利用我們的資源，以減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就本集團所知，並無任何嚴
重違反適用的環境法律法規而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的事件。更多詳情請參閱年度報告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一節。

與僱員、客戶及供應商的主要關係

本集團一直保持與其僱員、客戶及供應商的長期信賴關係：

僱員：

本集團視僱員為推動我們業務表現最重要的資產。為建立及維持一支忠誠及創新的員工
隊伍，我們強調保護彼等的健康及安全，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提供發展機會及保持舒
適的工作環境。公平公正對待全體僱員，不存在與工作要求無關的任何形式的差異化歧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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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本集團致力於提供優質的產品及卓越的客戶體驗。在集團質量政策的指導下，我們透過
持續改進，以及生產優質產品並按時交付予客戶，努力實現最高客戶滿意度。於整個生
產環節（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進行質量檢測。我們亦歡迎客戶透過客戶服務渠道提供反
饋。

供應商：

我們理解，供應鏈須符合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承諾，因此我們選擇供應商時十分謹慎。
所有潛在供應商須提供相關合規證明，方合資格列入核准供應商名單。除質素考慮因素
外，我們亦考慮其他因素，例如彼等於反腐、職業健康安全、生產安全、勞動準則及環
境保護方面的表現。

更多詳情請參閱年度報告「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一節。

財務回顧

業績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收入約港幣3.7229億
元，較去年所報數字減少約16.18%；二零二零年的經營虧損約港幣0.1127億元，而去年
的經營虧損則約為港幣0.2385億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的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港幣1.1037億元，當中包括投資物業重估虧損約港幣0.4306億
元，而去年權益股東應佔虧損則約為港幣0.1436億元，當中包括投資物業重估盈餘約港
幣0.515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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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額約港幣2.32元（二零一九年：約港
幣2.44元）。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港幣0.3498億元（二零一九年：資產淨額約港幣
0.4617億元）。銀行借貸總額約港幣3.2435億元（二零一九年：約港幣3.2373億元），而本
集團的有抵押及無抵押銀行信貸總額則約港幣7.4301億元（二零一九年：約港幣7.4165億
元）。計入銀行借貸總額的循環貸款約港幣2.9400億元（二零一九年：約港幣3.1006億元）
於到期後予以續期。本集團按銀行借貸總額除以總權益計算的負債比率約為14.71%（二
零一九年：約13.98%）。大部份借貸均以浮動息率計息。本集團將與銀行協商提高銀行
融資額，以應付營運資金所需（倘必要）。

資本架構

於年內，本公司的股本概無變動。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約港幣18.8683億元（二零一九年：約港
幣19.0935億元）的投資物業及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予多間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
銀行融資的擔保。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大陸、美國及歐洲僱用
1,012名（二零一九年：1,303名）全職僱員，負責管理、行政及生產工作。本集團生產部
門的員工人數會有季節性波動，而管理及行政部門的僱員人數則維持穩定。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員工成本約為港幣1.5826億元（二零一九年：約港幣1.8790
億元）。本集團按僱員的表現、經驗及行業的現行慣例釐定僱員薪酬。在僱員培訓方面，
本集團鼓勵僱員報讀提升技能及個人發展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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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及蔓延成為二零二零年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而疫情的影響尚
未達到頂峰。展望二零二一年，經濟將繼續面臨挑戰。本集團將使其業務多元化、探索
銷售機遇、提升生產效率及鞏固成本控制措施，以維持其業務。另外，本集團活化開達
大廈的計劃已取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批准，預計整個過程於二零二二年年底前完成。
活化開達大廈將可增加本集團的收入來源並提升其盈利能力。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港幣零
元）。

暫停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一）（首尾兩
天包括在內）暫停股東登記，期間將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有權出席應
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一年五月
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遞交至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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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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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設立其企業管治程序及職責，並據此檢討及監察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職業培訓及持續發展，以及其政策及常規遵守相關法律及監管規
定。本公司已採納並應用企業管治政策。於報告年度內，本集團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
載的所有守則條文，惟如下所述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的規定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主席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而丁午壽先生同時兼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董事會認為此架構無損於董事會與本
集團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職權平衡，因大部份董事會成員為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八位董事當中，五位為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鑑於丁午壽先生於業內擁有豐富的經驗，故董事會相信委任其出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對
本集團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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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公司董事及擁有或可能擁有未公開內幕資料的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經過特定查詢後，於年內所有董事已確認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主要會計政策，並商討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
括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丁午壽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午壽先生，SBS，太平紳士（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丁王云心女士及丁天立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丁煒章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陳再彥先生、姚祖輝先生，太平紳士、鄭君如先生及趙式明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