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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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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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29）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公告

利民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業績及上年度比
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以港幣為單位）
  2021年  2020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4 1,433,612 1,289,515

銷售成本  (1,261,281) (1,099,136)
   

毛利  172,331 190,379

其他收入 5 449 2,116

其他淨收益╱（虧損） 5 2,272 (4,097)

銷售費用  (15,798) (13,508)

一般及行政費用  (111,982) (98,011)
   

除稅前溢利  47,272 76,879

所得稅支出 6 (5,312) (13,661)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7 41,960 63,218
   

每股盈利 9

基本，港仙  8.41 12.78
   

攤薄，港仙  8.39 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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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以港幣為單位）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41,960 63,218
  

其他全面收益

之後或重新歸類於損益的項目：

– 換算境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9,110 15,713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之全面收益總額 51,070 7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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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以港幣為單位）

  2021年 2020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55,983 153,021
使用權資產 10 8,509 8,833
遞延稅項資產  3,000 2,739
   

  167,492 164,593
   

流動資產

存貨  219,518 176,77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324,399 325,561
即期稅項資產  664 –
銀行及現金結餘 12 244,802 291,894
   

  789,383 794,22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283,234 297,897
應付股息  322 286
即期稅項負債  2,326 5,253
   

  285,882 303,436
   

流動資產淨值  503,501 490,78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70,993 655,38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63 167
   

資產淨值  670,830 655,21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67,578 462,333
儲備  203,252 192,882
   

總權益  670,830 65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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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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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綜合財務報
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以及公司條例（第
622章）的要求。本集團所採納的重大會計政策披露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前採納的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與本集團有關的發展而引
致的任何會計政策變動已於本綜合財務報表中應用及反映，有關資料載於附註2內。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已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對本集團於2021年1
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概念框架的引用之修訂
及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利率基準改革－ 第二階段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除下文所述者外，就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概念框架的引用之修訂及多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載
列於本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修訂本提供有關下列方面的針對情況豁免：(i)將釐定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租賃負
債的合約現金流量的基準的變動作為修訂進行會計處理；及 (ii)由於銀行同業拆息改
革（「銀行同業拆息改革」），當利率基準被替代基準利率取代時，則終止對沖會計處
理。

該等修訂並無對該等財務報表造成影響，因本集團並無與基準利率掛鈎且受銀行同
業拆息改革影響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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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是製造及銷售家用電器。此分部資料已按與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
人員就評價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資源所採用之資料一致之方式報告，本集團將家用
電器業務按地區分為六個分部：日本、美利堅合眾國（「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歐洲、亞洲（不包括日本及中國）及世界各地。本集團製造家用電器之設
施在中國。分部中之世界各地是包括銷售家用電器予澳洲、加拿大、南美及非洲之
客戶。

(a) 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料已按與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就評價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資源所
採用之資料一致之方式編製。就此而言，本集團之高層行政管理人員乃按以下
基礎監察各可報告分部應佔之損益、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及流動資產，但不包括於稅項資產。分部負債包括
屬於個別分部的製造和銷售活動所衍生的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但不包括個別
分部應佔之稅項負債及應付股息。分部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

收入及支出乃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及該等分部產生的開支分配至可報告分
部。分部損益不包括其他收入和其他淨收益或虧損，以及不屬於這些分部的資
產折舊。

匯報分部溢利所採用之方法為「已調整EBITDA」，即「未計利息、稅項及折舊
前之經調整盈利」。為達致已調整EBITDA，本集團之溢利就無特定個別分部之
項目（如總部或公司行政成本）作出進一步的調整。

除獲得有關已調整EBITDA之分部資料外，管理層亦獲提供有關內部銷售分部
收入、利息收入及由分部及折舊產生現金結餘中之費用和增加至經營分部之非
流動分部資產之分部資料。內部分部銷售之價格乃參考對外銷售合約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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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a) 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續）

有關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以分配資源及評價分部表現之資料載列
於下文。

 家用電器
 

     亞洲

     （不包

     括日本

 美國 中國 日本 歐洲 及中國） 世界各地 合計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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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之收入 458,855 271,509 297,039 303,760 69,774 32,675 1,433,612

內部分部收入 – 527,222 – – 1,192,100 – 1,719,322
       

在某個時間點確認

 之可報告分部收入 458,855 798,731 297,039 303,760 1,261,874 32,675 3,152,934
       

可報告分部溢利

 （已調整EBITDA） 24,973 14,777 16,167 16,531 74,168 1,777 148,393
       

於12月31日之
 可報告分部資產 – 438,427 – – 634,486 – 1,072,913

於12月31日之
 可報告分部負債 – (218,111) – – (272,439) – (490,550)

本年度非流動分部資產增加 – 32,187 – – – – 3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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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a) 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續）

 家用電器
 

     亞洲
     （不包括
     日本 
 美國 中國 日本 歐洲 及中國） 世界各地 合計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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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之收入 397,322 276,354 278,944 237,553 57,584 41,758 1,289,515

內部分部收入 – 499,450 – – 995,621 – 1,495,071
       

在某個時間點確認
 之可報告分部收入 397,322 775,804 278,944 237,553 1,053,205 41,758 2,784,586
       

可報告分部溢利
 （已調整EBITDA） 34,522 24,012 24,236 20,640 86,663 3,628 193,701
       

於12月31日之
 可報告分部資產 – 432,713 – – 620,863 – 1,053,576

於12月31日之
 可報告分部負債 – (195,894) – – (242,155) – (438,049)

本年度非流動分部資產增加 – 15,507 – – – – 1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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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b) 可報告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3,152,934 2,784,586
內部分部收入抵銷 (1,719,322) (1,495,071)
  

綜合收入 1,433,612 1,289,515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損益

可報告分部溢利 148,393 193,701
內部分部溢利抵銷 (70,371) (81,660)
  

從本集團對外客戶之可報告分部溢利 78,022 112,041
其他收入及其他淨收益╱（虧損） 2,721 (1,981)
折舊 (33,471) (33,181)
  

綜合除稅前溢利 47,272 76,879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1,072,913 1,053,576
內部分部應收賬款抵銷 (119,702) (97,497)
  

 953,211 956,079

即期稅項資產 664 –
遞延稅項資產 3,000 2,739
  

綜合總資產 956,875 958,818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490,550) (438,049)
內部分部應付賬款抵銷 207,316 140,152
  

 (283,234) (297,897)

應付股息 (322) (286)
即期稅項負債 (2,326) (5,253)
遞延稅項負債 (163) (167)
  

綜合總負債 (286,045) (30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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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c) 主要客戶收入

從主要客戶所得之收入，每客戶分別佔本集團總收入10%或以上，詳列如下：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A 382,726 265,442
客戶B 307,288 315,712
客戶C 292,772 274,317
客戶D 159,906 180,143
  

4 收入

本年度按主要產品劃分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分類如下：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2021年 2020年
範圍內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主要產品分類 － 貨物銷售 1,433,612 1,289,515
  

5 其他收入及其他淨收益╱（虧損）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449 2,116
  

其他淨收益╱（虧損）

出售殘餘物料收益淨額 852 853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25 (6,49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淨額 (66) 157
補助收益 841 1,147
其他收益 520 237
  

 2,272 (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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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支出

所得稅已在損益中確認如下：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 香港所得稅

年內撥備 3,796 4,74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319) 362
  

 3,477 5,106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年內撥備 3,348 8,49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310) (728)
  

 2,038 7,770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撥回 (203) 785
  

 5,312 13,661
  

附註：

(i) 香港利得稅

根據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在香港成立的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港幣2,000,000元
溢利將按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該數額的溢利須按16.5%稅率徵稅。不符
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之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稅率徵稅。

(ii) 中國企業所得稅

一間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獲確認為高新科技企業，按15%優惠稅率徵稅（2020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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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度溢利

本集團本年度溢利已計入╱（扣除）以下各項：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附註 (i)） 234,719 212,426
酌情發放之花紅 2,757 3,866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項目 17,406 13,979
  

 254,882 230,271
  

其他項目

存貨銷售成本（附註 (ii)） 1,261,281 1,099,136
報廢存貨撇銷 129 442
存貨撇銷回撥 (1,324) (2,807)
使用權資產折舊 508 481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2,963 32,700
核數師酬金
 – 年內撥備 700 650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45 –
產品開發成本（附註 (iii)） 46,584 44,555
過時模具及工具報廢 600 7,271
與低價值資產租賃有關的費用（包括在存貨成本和
 一般及行政費用中）（附註 (iv)） 584 –
  

附註：

(i)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與冠狀病毒相關的政府補助為港幣1,635,000元，
已在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內抵銷。

(ii) 存貨成本包括員工成本及折舊為港幣221,488,000元（2020年：港幣207,968,000
元），亦包括於上述個別披露各項費用總金額。

存貨成本亦包括約港幣600,000元（2020年：港幣7,271,000元），與報廢過時模
具及工具有關。

(iii) 產品開發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及折舊約港幣26,848,000元（2020年：港幣
24,942,000元），亦包括於上述披露各項費用總金額。

(iv)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租賃多個倉庫及停車場以供營運。租賃
合同的簽訂期限為一個月至兩年。租賃條款是根據個人情況協商的，包含各種
不同的條款和條件。在確定租賃期和評估不可撤銷期間的長度時，本集團應用
合同的定義並確定合同的可執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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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末期及特別股息

(i) 本年度應付股息與本公司股東應佔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佈及派發之中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港幣2仙
 （2020年：每股普通股港幣2仙） 10,024 9,890

於報告期末結算日後建議之末期股息
 為每股普通股港幣4仙
 （2020年：每股普通股港幣4仙） 20,048 19,780

於報告期末結算日後建議之特別股息
 為每股普通股港幣零仙
 （2020年：每股普通股港幣2仙） – 9,890
  

 30,072 39,560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宣佈派發之末期及特別股息於報告期末結算日未確認為負債。

(ii) 於過往年度應付股息與本公司股東應佔及在本年度已批准及支付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過往年度末期股息在本年度已批准及
 支付為每股普通股港幣4仙
 （2020年：每股普通股港幣4仙） 20,036 19,780

過往年度特別股息在本年度已批准及
 支付為每股普通股港幣2仙
 （2020年：每股普通股港幣零仙） 10,018 –
  

 30,054 1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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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是以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港幣41,960,000元（2020年：
港幣63,218,000元）及根據年內之已發行加權平均股數498,807,000（2020年：
494,500,000）普通股。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的計算方法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 千

於1月1日已發行之普通股 494,500 494,500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4,307 –
  

於12月31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498,807 494,500
  

(b) 每股攤薄盈利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是以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港幣41,960,000元（2020年：
港幣63,218,000元）及加權平均股數500,245,000（2020年：496,278,000）（攤薄）
普通股。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計算方法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 千

於12月31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498,807 494,500
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以零代價視作
 發行股份之影響 1,438 1,778
  

於12月31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500,245 49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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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

 物業、廠房

 及設備 使用權資產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成本

於2020年1月1日 615,989 20,297 636,286
兌換調整 27,901 888 28,789
增加 15,507 – 15,507
出售╱報廢 (78,401) – (78,401)
   

於2020年12月31日 580,996 21,185 602,181
   

於2021年1月1日 580,996 21,185 602,181
兌換調整 15,951 496 16,447
增加 32,187 – 32,187
出售╱報廢 (7,648) – (7,648)
   

於2021年12月31日 621,486 21,681 643,167
   

累計折舊

於2020年1月1日 446,297 11,324 457,621
兌換調整 19,497 547 20,044
本年度折舊 32,700 481 33,181
出售╱報廢 (70,519) – (70,519)
   

於2020年12月31日 427,975 12,352 440,327
   

於2021年1月1日 427,975 12,352 440,327
兌換調整 11,317 312 11,629
本年度折舊 32,963 508 33,471
出售╱報廢 (6,752) – (6,752)
   

於2021年12月31日 465,503 13,172 478,675
   

賬面淨值

於2021年12月31日 155,983 8,509 164,492
   

於2020年12月31日 153,021 8,833 16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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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301,224 294,926
其他應收賬款 17,315 21,230
訂金及預付賬款 5,860 9,405
  

 324,399 325,561
  

於報告期末結算日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個月內 92,112 85,285
超過1個月但少於3個月 161,443 157,284
超過3個月但少於12個月 47,565 52,208
超過12個月 104 149
  

 301,224 294,926
  

就貿易應收賬款而言，管理層有既定的信貸政策，並會持續監控所承受的信貸風
險。對於所有要求超過若干信貸金額之客戶均會進行個別信貸評估。此等評估主要
針對客戶以往到期時之還款紀錄及現時的還款能力，並考慮客戶的個別資料及客戶
所處的經濟環境的資料。貿易應收賬款由發出賬單當日起計30至120日內到期。本
集團一般不會向客戶收取抵押品。

12 銀行及現金結餘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個月內到期定期存款 163,372 206,728
銀行存款及現金 81,430 85,166
  

 244,802 29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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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240,097 241,092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43,137 56,805
  

 283,234 297,897
  

以上款項預期於1年內支付。

於報告期末結算日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個月內 54,133 86,297
超過1個月但少於3個月 160,096 145,673
超過3個月但少於12個月 23,300 7,602
超過12個月 2,568 1,520
  

 240,097 24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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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業績概要

在2021財政年度（「財政年」），本集團面臨經營成本增加、貨櫃短缺及運輸成本
增加的各種挑戰。自2020年11月起，本集團還面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2.28%的問
題。儘管存在這些不確定因素，本集團的創新技術令我們在下半年推出了更多新
產品，使本集團在2021全年達到可接受的表現。於2021財政年，本集團的綜合營
業額上升至港幣1,433,612,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1.17%。本集團的淨溢利為港
幣41,960,000元，較2020財政年度同期的淨溢利港幣63,218,000元減少33.63%。於
2021財政年，經營產生之現金為港幣19,088,000元。於2021年12月31日之現金及
現金等值為港幣244,802,000元（於2021年財政年已派發股息港幣40,042,000元），
相比2020年財政年度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為港幣291,894,000元。正現金流及充足的
現金結餘使本集團可以繼續向股東派發股息。與此同時，本集團繼續投資在研發、
新科技及自動化設備等相關項目，使本集團能繼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獲認
證為高新技術企業（「HNTE」）的資格。

於2021財政年度，本集團在中國及香港投資了一些研發項目，集團管理層預期這
些研發能令本集團有助於進入新市場，以分散本集團的風險並提高利潤率。為了達
到人工智能物聯網的兼容性，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信息系統和自動化生產流程，將
營運轉換為可配合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的系統，並可以利用大數據及流動監控系統
來改善品質系統。在更多數碼化轉型工具的協助下，本集團的管理層可更敏捷地更
新本集團的策略，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中更快速地作出應對措施。於2021財政
年度，本集團投資了港幣32,187,000元（2020年為港幣15,507,000元）為新產品設立
新的半自動噴油線，購買注塑造型機和實驗室測試設備，以加強我們的研發及營運
能力，並更新信息系統以達到加快數據處理和分析速度。為滿足高新技術企業最低
年度投資要求，部分增加的資本支出與新的研發項目有關。符合高新技術企業的資
格將使本集團享有較低的所得稅率，並獲得中國政府的稅收優惠，以提升我們在行
業的競爭力。我們期望這些研發項目的投資將在2022年帶來更多從推出新產品的
銷售收入。

本集團於2021年財政年淨溢利為港幣41,960,000元，每股基本盈利港幣8.41仙（2020
年財政年淨溢利為港幣63,218,000元，每股基本盈利港幣12.78仙）。

末期股息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本集團的董事會（「董事會」）建議派發每股普通股末期股
息為港幣4仙，建議之末期股息須經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的股東同意。股息
將於2022年6月9日（星期四）派發予於2022年5月31日（星期二）登記在名冊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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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下列時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1) 為釐定股東出席及投票本公司將於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
大會（以下簡稱「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上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2年5月
16日（星期一）至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登記過
戶手續。為確保有權出席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須於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4:30前送抵本公司股份過戶
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室。

(2) 為釐定收取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至2022年
5月31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登記過戶手續。為確保有權收取末
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下午4:30
前送抵本公司股份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
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財政狀況

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情況令人滿意。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比率為
2.76（2020年12月31日：2.62）。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金速動比率為1.99
（2020年12月31日：2.03）。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本與負債比率為0.42
（2020年12月31日：0.45），計算基準為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除以總權益。

於2021財政年度，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周轉期為77天，相比2020財政年度的83天。
2021財政年度庫存周轉期為64天，相比2020財政年度的59天。

於2021年12月31日，銀行及現金結餘為港幣244,802,000元（2020年：港幣
291,894,000元），比2020財政年度同期減少了港幣47,092,000元，主要原因是由於
較高的庫存水平以及較高的資本支出和研發支出。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2020年：無）。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2020年：無）。

資產抵押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2020年：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商業交易均以美元、英鎊、港元及人民幣計算。基於本集團認為不會
面對重大匯價變動風險，故並無考慮使用財務工具對沖匯率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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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持續爆發的冠狀病毒疫情幾乎對所有公司的營運及策略均產生了巨大影響。經濟及
政治環境出現了潛在性的波動及不穩定性，為業務帶來不可控制的風險。本集團已
購買新的備用發電機來避免如2021年8、9月媒體廣泛報導因市政電力供應有限而
導致的停產事件。本集團管理層已進行全面風險評估並製定應變計劃，以應對突發
供應鏈中斷、停電以及洪水及颱風等極端氣候變化。

儘管全球貿易存在不確定性，例如有供應鏈營運不穩定及2021年貨櫃短缺的事件
發生，然而本集團於2021年成功打開了高增值新產品的新收入來源，尤其是飲品
類別的新產品。儘管最近香港冠狀病毒疫情惡化，加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本集團
預計於2022年飲品類別產品的收入將有所增長。我們並且可將更多新技術應用於
創新產品，為個人家庭帶來餐廳及酒吧生活體驗，像Keurig/Nespresso般徹底改變
了咖啡愛好者的家庭咖啡市場生活體驗一樣。

本集團在研發方面的投資令我們能連續五年保持高新技術企業資格，並使本集團能
夠利用新知識、專利及創新來發展我們的業務。本集團管理層在面對市場低迷時將
繼續保持警覺性，並與我們的策略性客戶及供應商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本集團
將繼續投資並促進電腦化生產，本集團已開始使用全新企業資源計劃系統平台，並
將我們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與全新財務分析軟件合成，實現跨功能轉型，從而釋放
本集團的全部營運潛力。採用數碼技術需要新技能，且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以提升現
有員工技能及對他們進行重新培訓。確保隱私、識別管理、信息安全和系統保護亦
可能需要大量資源來管理網絡風險。通過仔細研究整個端到端流程，從了解客戶需
求到交付成品，本集團管理層可以發揮整個價值鏈的潛能從而開闢新的商機，並更
有效地運用營運資金及更適當地管理可支配的支出。本集團管理層亦將於2022年
分配更多資源提升網絡安全，同時希望在外部顧問的建議下，本集團的信息技術系
統可通過 ISO27001認證。

最後，在過去兩年，冠狀病毒疫情迫使本集團管理層作出敏捷的決策，頻繁地改變
策略以應對宏觀經濟及地緣政治帶來的不穩定性。董事會認為，暫停公佈及發佈本
集團季度財務業績可使本集團管理層能以股東的最佳利益為原則，專注於主營業
務，以免損害本集團股東及投資者的利益。在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下，短期指標可
助本集團優先決策，帶來最佳及亮眼的業績。然而，在不確定的期間，短期指標會
令公司錯過建立更穩定及高營運效率的全球供應鏈之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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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5年哈佛一項研究，專注長期指標和短期指標相比，專注短期指標會引致
公司營運面臨較低盈利增長、較高的資本成本及較低的股本回報率。因此，無需擔
心滿足短期績效指標，並採取更加長遠的策略，有望在不確定的時間內交出更好的
業績。

於過去兩年，董事會亦委任了「新」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取代長期任職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且委任了一名女性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改善董事會的多元化及公司管治。
董事會將繼續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於規定的
時限內刊發本集團之中期及年度財務業績，並將於董事會認為適當的時候恢復自願
公佈季度報告。

職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本集團現僱用香港職員約29人，並為其提供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本集團在中國開設的廠房於年內僱用職員約500人至530人，直接或間接
僱用的工人約2,000人至2,500人。薪酬乃根據職員之學歷、經驗及工作表現釐訂。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所有職員在2021年12月31日止內的勤奮及所作出之貢獻深表
謝意。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本年內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除關於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服務任期偏離了上市
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版本）(「企業管治守則」）
A.4.1及A.4.3項條款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4.1條（自2022年1月1日起已重新編號為企業管治
守則的守則條文第B.2.2條）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
選舉。

本公司之現任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均不設特定委任年期，此點偏離
了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4.1項條款之規定。然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
程，所有非執行董事均須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輪值告休及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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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4.3條（自2022年1月1日起已重新編號為企業管治
守則的守則條文第B.2.3條）規定，在釐定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時，「擔任董事超過9
年」足以作為一個考慮界線。若獨立非執行董事在任已超過9年，其是否獲續任應
以獨立決議案形式由股東審議通過。隨附該決議案一同發給股東的文件中，應載有
董事會為何認為該名人士仍屬獨立人士及應獲重選的原因。在2021財政年，伍耀
明先生及范仁達先生（已服務本集團逾9年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辭任本公司之獨立
非執行董事職務。

於本公告日期，羅廣信先生在本集團已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超過9年。本公司應提
出理據，在股東通函裡列明為何相關獨立非執行董事仍屬獨立人士及應獲重選的原
因。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E.1.2條（自2022年1月1日起已重新編號為企業
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F.2.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爆發
COVID-19，當時的董事會主席黃乾利博士未能出席本公司於2021年5月21日舉行
的股東週年大會（「2021股東週年大會」）。2021股東週年大會由當時為執行董事及
副執行主席黃文顯博士擔任大會主席。

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充份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水平並不低於企業管治
守則之要求。

標準守則

於本年內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以下簡稱「標準守則」）以規範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時之操
守。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均符合標準守則之規
定。

薪酬委員會

按照上市規則規定，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2位執行董事：黃英敏先
生及黃文顯博士及3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廣信先生（主席）、凌潔心女士及高少豐
博士。薪酬委員會在2021財政年度共召開了兩次會議。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之職權和責任條文之預備及採用乃以香港會計師公會所發出之「成立審
核委員會指引」作為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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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擔任董事會和本公司核數師之間有關審計工作的重要橋樑。委員會審閱
對外部及內部審計及內部控制之效能及風險評估。委員會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
事﹕凌潔心女士（主席）、羅廣信先生及高少豐博士。審核委員會於2021財政年度
內共召開了四次會議 。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之會計守則及政策並就審計、財務報告及內部監控事宜進
行討論，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財政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告。

提名委員會

按照常規守則規定，本公司已成立提名委員會，成員包括3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羅
廣信先生（主席）、凌潔心女士及高少豐博士。提名委員會在2021財政年度共召開
兩次會議。

發佈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將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和本
公司之網站 (http://www.raymondfinance.com) 內。本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年報將發送給本公司的股東，並於適當時間刊載於上述網站內。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謹定於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 2:30 假座香港金鐘金
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 10樓舉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將於稍後依照上市規則規
定之方式刊登及寄予本公司之股東。

 承董事會命
 黃文顯
 主席
香港，2022年3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黃文顯博士
黃英敏先生
莫健興先生

非執行董事：
黃乾利博士
熊正峰先生
黃英傑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凌潔心女士
羅廣信先生
高少豐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