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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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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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AI HING HONG COMPANY LIMITED
毅興行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7）

網址：http://www.nhh.com.hk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毅興行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之收入 3 931,125 951,987
銷售成本 (770,502) (801,112)

  
毛利 160,623 150,875
租金收入 3,848 3,676
其他虧損－淨額 4 (193) (1,249)
分銷成本 (45,872) (40,272)
行政支出 (65,961) (57,571)

  
經營溢利 5 52,445 55,459

  
財務收益 6 507 441
財務費用 6 (3,691) (4,195)

  
財務費用－淨額 (3,184) (3,754)

  
除稅前溢利 49,261 51,705
稅項支出 7 (10,881) (11,103)

  
本期溢利 38,380 4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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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公司股東 33,979 37,114

 非控制權益 4,401 3,488
  

38,380 40,602
  

本期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仙計）
 －基本 9 9.20 10.05

  

 －攤薄 9 9.20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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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 38,380 40,602
   

其他全面收益：

期後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財務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 188 —

期後可被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項目：
 匯兌差額 14,820 43,745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15,008 43,745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53,388 84,347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公司股東 48,558 79,862

 非控制權益 4,830 4,485
   

53,388 8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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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5,384 113,126

 使用權資產 24,528 27,107

 投資物業 155,644 155,013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的財務資產 2,414 2,226

 遞延稅項資產 11,353 8,132

 預付款 4,785 3,458
   

314,108 309,062
   

流動資產
 存貨 271,411 238,324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 10 234,274 276,823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 46,631 32,240

 可收回稅項 560 784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 39,466 38,344

 現金及銀行結餘 248,014 206,579
   

840,356 793,094
   

資產總額 1,154,464 1,10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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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36,920 36,920

 股本溢價 62,466 62,466

 其他儲備 75,310 60,731

 保留溢利 447,511 428,300
   

622,207 588,417

非控制權益 28,560 31,727
   

權益總額 650,767 620,14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676 4,496

 租賃負債 3,125 4,014

 修復成本撥備 23 23
   

7,824 8,53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 11 69,072 78,252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61,796 57,655

 租賃負債 3,021 4,784

 借貸 347,271 319,708

 衍生金融工具 — 23

 應付稅項 14,713 13,057
   

495,873 473,479
   

負債總額 503,697 482,012
   

權益及負債總額 1,154,464 1,102,156
   

淨流動資產 344,483 319,61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58,591 62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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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所有一般需於年度財務報表包含之附註
種類。因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該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
用的會計政策（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一致。

本中期期間的所得稅按照預期年度總盈利適用的稅率累計。

2.1 本集團所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若干新訂或經修訂準則適用於本報告期，本集團須就採納以下準則更改其會計政策及作出
追溯調整：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的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的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相關租金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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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已頒佈但本集團未採納的準則之影響

下列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惟尚未於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開
始之會計期間生效及並無提早採納﹕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
 的修訂

對概念框架的引述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1號
 的修訂 1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的修訂 物業、機器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1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的修訂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1

對會計指引第 5號的修訂 共同控制合併之合併會計法 1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實務公告第 2號的修訂

會計政策的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號及
 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17號的修訂

保險合同 2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的修訂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的修訂 會計估計定義 2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的修訂 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相關遞延稅項 2

對香港詮釋第 5號的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含有按要求
 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2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的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間之
 資產出售或注資 3

(1) 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的年報期間生效
(2) 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起的年報期間生效
(3) 仍未確定

本集團已開始（但並未完成）就此等新準則及對準則的修訂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的
影響進行評估。此等新準則及對準則的修訂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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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戶合約之收入及分部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之收入
 銷售貨品 931,125 951,987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塑膠原料、色粉、着色劑、混料和工程塑料之製造及買賣。

本集團於某一時間點錄得來自銷售貨品的收入。

首席經營決策者被認定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首席經營決策者審視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估表
現和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決定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首席經營決策者從經營性質及產品
角度考慮業務，當中包括塑膠原料之買賣（「貿易」）；着色劑、色粉及混料之製造及買賣（「着色
劑」）、工程塑料之製造及買賣（「工程塑料」）及其他企業及業務活動（「其他」）。

本集團每一經營分部代表一策略性業務單位，並由不同之業務單位主管管理。分部間銷售按照
公平交易原則的相對等條款進行。向首席經營決策者報告的計量方法與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內方法一致。

首席經營決策者據對客戶合約之收入及經營溢利（包括企業支出）的計量評估營運分部的表現，
方式與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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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提供給首席經營決策者之可呈列報告分部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貿易 着色劑 工程塑料 其他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之收入
 －分部總銷售 634,696 188,352 142,942 — 965,990

 －分部間銷售 (32,428) (2,231) (206) — (34,865)
      
外部客戶收益 602,268 186,121 142,736 — 931,125
      
經營溢利╱（虧損） 29,183 1,031 23,650 (1,419) 52,445
      
財務收益 221 224 62 — 507

財務費用 (2,918) (351) (422) — (3,691)
      
除稅前溢利╱（虧損） 26,486 904 23,290 (1,419) 49,261
      
其他資料：
 非流動資產增加
  （除金融工具及
  遞延稅項資產外） 468 5,619 3,931 145 10,163

 物業、廠房及設備
  折舊 318 5,231 3,863 254 9,666

 使用權資產折舊 239 2,633 — 39 2,911

 存貨減值（撥回）╱
  準備－淨額 (654) 4,306 (369) — 3,283

 貿易應收款虧損
  （撥回）╱撥備 (166) 1,064 (133) —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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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提供給首席經營決策者之可呈列報告分部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貿易 着色劑 工程塑料 其他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26,820 389,654 195,532 142,458 1,154,464
      
分部負債 (78,215) (41,020) (33,551) (3,640) (156,426)

分部借貸 (313,569) (8,305) (25,397) — (347,271)
      

(391,784) (49,325) (58,948) (3,640) (50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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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提供給首席經營決策者之可呈列報告分部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貿易 着色劑 工程塑料 其他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之收入
 －分部總銷售 683,880 180,795 122,697 — 987,372

 －分部間銷售 (31,494) (3,834) (57) — (35,385)
      
外部客戶收益 652,386 176,961 122,640 — 951,987

      
經營溢利╱（虧損） 23,524 15,751 17,156 (972) 55,459

      
財務收益 77 317 47 — 441

財務費用 (3,234) (696) (265) — (4,195)
      
除稅前溢利╱（虧損） 20,367 15,372 16,938 (972) 51,705

      
其他資料：
 非流動資產增加
  （除金融工具及
  遞延稅項資產外） 47 7,084 1,224 — 8,35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27 4,302 3,836 260 8,725

 使用權資產折舊 228 2,083 16 39 2,366

 存貨減值（撥回）╱
  準備－淨額 (2,466) 2,847 515 — 896

 貿易應收款虧損
  （撥回）╱撥備 (268) (47) 203 — (112)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
  價值收益 (958) — — —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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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提供給首席經營決策者之可呈列報告分部資料如下：

經審核 

貿易 着色劑 工程塑料 其他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396,127 367,330 196,950 141,749 1,102,156

      
分部負債 (88,863) (37,487) (32,256) (3,698) (162,304)

分部借貸 (272,504) (9,524) (37,680) — (319,708)
      

(361,367) (47,011) (69,936) (3,698) (482,012)

      

本實體以香港為基地。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來自香港之外部客戶收益約為
411,80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436,544,000港元），而來自其他
地區（主要為中國內地）之外部客戶收益約為 519,323,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515,443,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外位於香港之非流動資產約為
170,684,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76,983,000港元），而位於其他地區（主要為中國
內地）之此等非流動資產約為 129,657,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21,721,000港元）。



– 13 –

4 其他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千港元 千港元   

外匯虧損 (1,395) (3,286)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收益 — 958

其他 1,202 1,079
   

(193) (1,249)

   

5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作開支並包括於銷售成本之出售存貨成本 723,785 755,0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666 8,725

使用權資產折舊 2,911 2,366

土地及樓宇之短期租賃租金 3,030 3,356

僱員福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附註 i） 69,081 67,670

貿易應收款虧損準備撥備╱（撥回）－淨額 765 (112)

存貨減值準備－淨額 3,283 896

有關一法律訴訟的申索撥備（附註 ii） — 3,802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收益 — (958)

   

附註：

(i)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出「保就業」計劃提供工
資補貼予本集團之合資格附屬公司。政府補助共 4,043,000港元用於扣減僱員福利支出，
並無任何補助附帶的未達成條件或其他或然事項。

(ii) 根據浙江省溫嶺市人民法院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的判決，裁定本集團需就客戶賠償
支付共 3,193,000人民幣（等值約 3,802,000港元）。本集團已就此賠償作出全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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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收益及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507 441
   
財務費用：
 －需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3,514) (5,290)

 －租賃負債之利息 (173) (141)

 －融資業務之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4) 1,236
   

(3,691) (4,195)
   
財務費用－淨額 (3,184) (3,754)

   

7 稅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百分之十六點五）計算。中國所得稅乃根據於中國內地經營之附屬公
司於本期間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該等附屬公司所在地之適用稅率計算撥備。

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之稅項支出為：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985 2,097

 －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11,813 7,967
   

13,798 10,064

遞延稅項 (2,917) 1,039
   

10,881 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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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董事宣佈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派發中期股息
每股 1.0港仙，共 3,692,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董事宣佈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派發特別股息
每股 1.0港仙，共 3,692,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董事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1.0港仙，共 3,692,000港元。此項股息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支付。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董事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派發特別股息每股
3.0港仙，共 11,076,000港元。此項股息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支付。

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董事宣佈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派發中期股息
每股 1.5港仙，共 5,538,000港元。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33,979,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37,11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369,200,000股（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369,200,000股）計算。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具攤薄潛力之普通
股，因此，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期間，每股
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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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 220,829 248,141

減：虧損撥備 (5,644) (4,770)
   

215,185 243,371

應收票據 19,089 33,452
   

234,274 276,823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02,871 242,905

91 — 180日 10,927 791

超過 180日 7,031 4,445
   

220,829 248,141

   

本集團大部份銷售的信貸期為三十至九十日，其餘以信用狀或付款交單方式進行。

應收票據之到期日主要為一百八十日內。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轉讓予若干銀行以換取現金
9,627,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1,031,000港元）。有關交易已列為抵押化的銀行墊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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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付款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付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67,561 76,975

91 — 180日 59 367

超過 180日 1,452 910
   

69,072 7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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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1.5

港仙予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二年
四月十一日或之前支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三）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
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享有中期股息，所
有填妥之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
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北角英皇道 338號華懋交易廣場 2期 33樓 3301-04室，辦理登記。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回顧二零二一年下半年，環球各地的新型冠狀病毒病 (COVID-19)疫情仍未見盡
頭，更爆發Delta及Omicron變種病毒，窒礙經濟復甦。同時，國際航運受疫情影響
未能完全回復正常，加上國際原油價格處於高位，刺激塑膠原料價格於高位徘徊。
由於經濟前景不明朗，令本集團整體銷量按年下跌。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營業額為 931,12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951,987,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微降百分之二點二。

期內，本集團調整部分產品價格，加上持續優化產品組合，並加大成本控制力度，
令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整體毛利增加百分之六點五至 160,62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150,875,000港元），毛利率較去年同期增加一點四個百分點至百分之十七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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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價格由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開始上揚至翌年年中；而價格於二零二一年下半年
仍處於較高位置。於二零二零年，中國內地政府因應疫情而提供企業社會保障開支
寬免，租賃廠房之租金亦獲得部分寬免。然而，有關措施在回顧期內已結束，導致
期內成本增加，加上員工薪酬成本上升，及有部分生產線受疫情影響而未能全面投
產，令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下半年的經營成本按年顯著上升，期內公司股東應佔溢
利按年下跌百分之八點四，至約 33,97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37,114,000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為 9.20港仙（二零二零年：10.05港仙）。

為回饋股東對本集團不懈支持，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1.5港仙（二零二零
年：中期股息每股 1.0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 1.0港仙）。

回顧期內，國際航運時有延誤，影響全球供應鏈穩定性。本集團之塑膠原料貿易
業務銷量亦受拖累，營業額於回顧期內下跌百分之七點七，至 602,268,000港元（二
零二零年：652,386,000港元）。不過，由於疫情提高市民保健及衛生意識，醫療器
材、空氣過濾系統等後疫情產品需求穩定。同時，本集團適度調整產品價格，將部
分成本成功轉移，而銷售團隊亦成功開拓客源，於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接獲新一代新
能源汽車和高級個人護理小家電的新項目訂單。塑膠原料貿易業務經營成本相對穩
定，令本分部業務的毛利率按年增加二點七個百分點，而除稅前盈利亦按年上升百
分之三十，至 26,48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0,36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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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塑料業務方面，在新客戶訂單的帶動下，營業額按年上升百分之十六點四，至
142,73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22,640,000港元）。然而，原材料價格持續高企，
令毛利率微跌零點八個百分點；但本集團憑藉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令此業務於回
顧期內除稅前盈利按年上升三十七點五至 23,29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6,938,000

港元），業績表現理想。延續各國因應疫情推出的各種抗疫措施，不少企業相繼推
出彈性在家工作安排，大大提高一般消費者留家時間，刺激一般家庭電器如廚具用
品等需求；有見及此，本集團早於上一個財政年度進軍毛利較高的高端廚具用品市
場，二零二一年下半年繼續豐富現有產品組合，並加大對東莞基地的研發投入和力
度，開發更多適用於高端廚具用品的產品配方，以滿足客戶更多元的訂單需求。

相對而言，着色劑、色粉及混料業務於回顧期內的受成本上升所影響，雖然營業額
按年上升百分之五點二，至 186,12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76,961,000港元），但
毛利率下降四點五個百分點，除稅前盈利亦下跌百分之九十四點一至 904,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15,372,000港元）。成本上升主要由於本業務分部共有五家廠房，需
要投入較多人力資源，加上中國內地政府提供的企業社會保障開支寬免及業主提供
的租賃廠房租金寬免已於期內結束，令成本顯著增加，加上疫情一度令個別廠房短
暫停工，員工加班追趕生產進度，因而產生額外開支，以上種種都令成本有所上
升。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集中增加生產高端衛浴產品及電子產品等，並持續提升
各廠房產能，爭取高毛利率的訂單，以保持業務穩定發展。

展望

國際油價仍處於高位，加上由於疫情發展仍未明朗，國際航運班次暫未能回復正
常，原材料市場供應仍見緊張。本集團預期，國內市場繼續以內循環為發展主調，
而全球各地不斷出現Delta及Omicron變種病毒個案，環球至今仍未走出疫情陰霾。
同時，歐美加息周期即將展開，本集團預期海外客戶會採取更審慎的下單策略應對
當前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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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國際油價處於高位令塑膠原料價格居高不下，然而，本集團已做好防範與管理
風險的各項準備，包括控制存貨水平，保持資本實力，以迎接二零二二年的挑戰和
機遇。過去兩年本集團拓展至更多新客戶，例如高端廚具用品及智能設備等較高增
值、高毛利的產品，本集團在未來會進一步探索其他直接與終端客戶接洽的機會，
積極在相關範疇尋找商機。

此外，本集團將加強研發，在進一步強化產品質素的同時，積極配合不同客戶的需
要，及同時推進高端生產技術，務求進一步優化產品組合，以提升整體毛利率。成
本控制方面，本集團會積極提升整體行政效率及營運效益，並繼續嚴格執行成本控
制，包括降低行政、分銷費用以及生產成本等措施。另一方面，本集團亦為即將來
臨的加息周期做好準備，正計劃與更多銀行共同探討減低利息支出的方案，例如參
與綠色貸款等。

本集團成功減低疫情對業務的影響，於回顧期內穩住業績，實在有賴管理團隊及客
戶的支持和全體員工的辛勞貢獻。本集團將誠如以住，以穩健和積極的態度經營及
發展，並將繼續竭盡所能，致力為本集團長遠發展及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為首要目
標，以回饋各持份者的信任和擁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流動現金及主要銀行提供銀行貸款作為營運資金。於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動用銀行貸款約 556,146,000港元，經已動用合共約
375,325,000港元，該等貸款乃由本集團發出的擔保及本集團擁有之若干中國內地
及香港租賃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及機器及設備之法定抵押作擔保。本集團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 248,014,000港元。根據銀行貸款總額
約 347,271,000港元及股東資金約 622,207,000港元計算，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百分之五十五點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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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及現金及現金等額主要為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本集團的採購主
要以美元計算。本集團不時密切監察匯率波動情況及透過對沖遠期外匯合約管理匯
率波動風險。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有任何未交收外匯遠期合約。

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合共約 623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之酬金政
策乃按個別僱員之表現而制訂，並每年定期檢討。本集團亦為其僱員提供一個獎勵
計劃，以鼓勵員工增加對公司之貢獻，惟須視本集團之溢利及僱員之表現而定。本
集團不同地區之僱員亦獲提供社會及醫療保險保障以及公積金計劃。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其股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
公司之上市證券。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不低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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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所訂標準的守則。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確
認已於期內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自訂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的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建立良好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在擴大本公司的業務中，該常規及程序
為風險管理之重要元素。本公司著重維持及執行優良、穩健及有效的良好企業管治
常規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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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述的偏離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所載列之所有適用守則
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應分開，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直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董事會尚未委任任何人士擔任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
責乃由本公司所有執行董事（包括主席）共同擔任。董事會認為，該安排讓各位擁有
不同專業的執行董事共同決策，亦可貫撤執行本公司之政策及策略，故符合本集團
利益。展望未來，董事會將定期檢討該安排之成效，及考慮於適當時候委任行政總
裁。

就加強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本公司已委聘外界顧問負責協助董事會及本公司
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以持續監控及執行本集團之內部審核功能，並將發現
內部監控設計及執行之缺失及提供改善建議。重大內部監控缺失將適時向董事會及
審核委員匯報以確保儘快執行整改行動。

本期間內董事會已檢討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並認為已足
夠。設立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旨在管理而非消除未能達成業務目標之
風險，並只合理而非絕對保證可防範重大失實陳述或損失。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聯交所之規定擬定本公司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提
名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偉志先生、程如龍先生及余志光先生）及一名執
行董事（許世聰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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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負責定期檢討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合（包括技術、知識及經驗），並
就任何建議變更向董事會提出意見；識別具合適資格成為董事會成員的個人及就獲
提名成為董事的個人作出篩選或向董事會作出選擇建議；評定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
立性；及就有關董事的委任或再委任及董事的接任計劃之相關事項向董事會提供建
議。提名委員會不時檢討董事會之組成，從多個方面考慮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包括
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種族、專業經驗、技能、知識以及服務年
期。提名委員會每年最少就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合舉行一次會議。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聯交所之規定擬定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
行董事（何偉志先生、程如龍先生及余志光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為確保財務報告及內部監控程序之客觀性及可信度，以及與本
公司外聘的核數師保持良好關係。審核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與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
《審核委員會有效運作指引》及上市規則內載的建議相符。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方法，並與董事討論有關
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聯交所之規定擬定本公司的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薪
酬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偉志先生、程如龍先生及余志光先生）及一位執
行董事（許世聰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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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負責確保正式及具透明度之薪酬政策制訂程序，及向董事會就個別執行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組合提出建議，這包括實物利益、退休金權利及補償（當
中包括因失去或中止其職務或委任引致之任何應付補償）。薪酬委員會考慮之因素
包括可比較公司之薪金水平、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所投入之時間及職責等。薪酬
委員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會議以評估表現及審閱高級管理人員每年之薪酬及獎金。

企業管治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守則之規定擬定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委員會（「企業管治委員會」）的職權範
圍。企業管治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偉志先生、程如龍先生及余志光先
生）組成。

企業管治委員會負責發展及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的政策及實施並向董事會提出意
見；檢討及監察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培訓及持續專業進修；檢討及監察本集團就
法律及規則的合規性要求的政策及實施；發展、檢討及監察適用於員工及董事的行
為準則及合規手冊（如有）；及檢討本集團就守則的合規性及本公司於企業管治報告
的披露。企業管治委員會每年最少就企業管治功能舉行一次會議。

代表董事會
毅興行有限公司 *

主席
許世聰

香港，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告之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即許世聰先生（主席）、許國光先生、吳志明先生、 

許人權先生、許文偉先生及許人龍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何偉志先生、程如龍先生及 

余志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