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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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遷冊至百慕達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6）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各稱一位「董事」，統稱「董事會」）
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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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86,333 126,015

銷售成本 (76,898) (104,219)

毛利 9,435 21,796

其他淨收入 1,770 2,626

銷售及分銷開支 (4,141) (13,550)

行政開支 (15,380) (39,027)

經營業務虧損 (8,316) (28,155)

財務費用 (836) (829)

除稅前虧損 4 (9,152) (28,984)

所得稅 5 34 341

期內虧損 (9,118) (28,643)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118) (28,643)

（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6 (1.13) (3.54)

－攤薄 6 (1.13) (3.54)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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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9,118) (28,643)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的 

匯兌差額（除稅後） (1,473) 15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0,591) (28,492)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591) (2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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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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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7,538 112,879
使用權資產 9 21,019 24,935

128,557 137,814

流動資產
存貨 15,370 10,739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114,094 118,437
有抵押銀行存款 3,371 1,2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950 59,749

180,785 190,199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202 303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56,620 55,12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125 20,762
銀行貸款 12 35,032 34,545
租賃負債 2,021 5,078
即期應付稅項 – 14

108,000 115,827

流動資產淨值 72,785 74,3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1,342 212,186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15 468

資產淨值 201,127 211,71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8,081 8,081
儲備 193,046 203,637

權益總額 201,127 2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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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法定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公積金 合併儲備 股本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8,061 176,627 22,515 10,384 25,430 (24,862) 116,383 334,538

期內虧損 – – – – – – (28,643) (28,643)

其他全面收益 – – 151 – – – – 151

全面收入總額 – – 151 – – – (28,643) (28,492)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8,061 176,627 22,666 10,384 25,430 (24,862) 87,740 306,046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8,081 176,627 5,153 5,541 7,445 (24,862) 33,733 211,718

期內虧損 – – – – – – (9,118) (9,118)

其他全面收入 – – (1,473) – – – – (1,47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1,473) – – – (9,118) (10,59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8,081 176,627 3,680 5,541 7,445 (24,862) 24,615 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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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6,763) 23,541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2,216) (9,281)

融資活動所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2,284) 9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1,263) 15,193

匯率變動的影響 (536) (18)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9,749 23,890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950 39,06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的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47,950 3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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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於二零零
七年三月三十日遷冊至百慕達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The 

Belvedere Building, 69 Pitts Bay Road, Pembroke HM08, Bermuda。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位
於香港新界沙田安耀街3號匯達大廈11樓1101室。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銷售及市場推廣住宅家具（主要包括木製家具、梳化及床
墊）、進行其本身品牌及產品設計的特許經營，以及提供推廣活動服務。

除另有註明者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尚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編製。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惟下文所披露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則除外：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下列新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的界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8號之修訂 重大的界定

應用新修訂對本集團於本期及過往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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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部分闡釋附註。附註包括事件與交易的闡釋，該
闡釋有助瞭解本集團自刊發二零一九年度財務報表以後的財務狀況變動與表現。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份財務報表所需的全部資料。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以下為可能與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有關的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
納的新增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 

資產出售或注資2

1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許可提早應用。

2 該修訂原定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期間生效。生效日期現已推遲╱取消。

本公司董事目前正在評估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可能影響，
但尚未能確定該等準則是否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報告
(a)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住宅家具。本集團所有產品性質類似，而風險與回報亦相
同。本集團經營業務歸納在單一經營分部下。

(b)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益及(ii)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租賃款
項及商譽（「指定非流動資產」）的地區資料。客戶所在地區根據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的
地區釐定。指定非流動資產的所在地區根據資產實際所在地（倘為物業、廠房及設備
以及預付租賃款項）及其獲分配的營運地點（倘為商譽）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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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亞洲（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61,771 46,621

歐洲 6,390 5,655

中國 8,842 35,918

美利堅合眾國 8,495 37,363

其他 835 458

86,333 126,015

指定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亞洲（不包括中國） 714 962

中國 127,843 136,852

128,557 137,814

* 亞洲主要包括日本、中東及東南亞；歐洲主要包括法國及德國；而其他地區主
要包括加拿大、南美洲及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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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扣除
(a) 財務費用

借貸利息 724 701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112 128

836 829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400 400

已出售存貨成本 76,898 104,219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董事酬金 1,120 1,120

 －其他 7,171 19,654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49 4,055

 －使用權資產 3,454 3,965

出售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687

經計入╱（扣除）
利息收入 215 23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180) (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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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a) 於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內的稅項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4) (341)

(34) (341)

(i) 根據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交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ii) 由於本公司及於香港註冊成立或遷冊之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錄得應課稅溢利或
承受就稅務而言之稅務虧損，故概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零港元）。

(iii)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的標準稅率繳納
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

(b) 遞延稅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因未能確定將來是否有應課稅溢利予以抵銷相關稅
務機關及應課稅實體之稅務資產，故未有就累計稅務虧損31,02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132,203,000港元）確認遞延稅務資產。稅務虧損總額當中，1,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04,872,000港元）將於五年內到期，而餘下稅務虧損31,027,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27,331,000港元）按照目前稅法並無到期日。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與未分派盈利14,52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22,814,000港元）的預扣稅有關的未確認遞延稅務負債為72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1,141,000港元），是由於董事決定由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保留未分派盈
利所致。

本公司資產及負債的稅基與其於財務報表的賬面值並無重大暫時性差異（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無），故並無作出遞延稅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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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
權持有人應佔虧損9,11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
28,643,000港元）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
均數808,096,025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06,096,025股普通股）。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9,118,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28,643,000港元）及普通股（已攤薄）的加權平均
數808,096,025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08,096,025股普通股）計算如
下：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08,096,025 808,096,025

由購股權所產生具攤薄潛力普通股之影響 –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08,096,025 808,096,025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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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

物業、
廠房及設備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的賬面淨值 112,879
匯兌調整 (192)
添置 –
出售 –
折舊及攤銷 (5,149)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 107,538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賬面淨值 198,320

匯兌調整 2,252

添置 25,418

出售 (1,561)

減值 (21,417)

折舊及攤銷 (4,055)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 19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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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權資產

物業 土地使用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5,451 19,484 24,935
匯兌調整 (87) (375) (462)
折舊 (3,197) (257) (3,45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2,167 18,852 21,01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6,648 38,748 45,396

匯兌調整 38 (143) (105)

折舊 (3,440) (525) (3,965)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3,246 38,080 41,326

10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26,887 39,935

減：減值撥備 (892) (2,260)

25,995 37,675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付按金 15,075 2,362

已付供應商按金 55,045 59,189

可退回增值稅 1,684 2,323

其他按金、預付款及應收款項 16,295 16,888

88,099 80,762

114,094 11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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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及預付款預期將可於一年後收回或獨立確認為開支的金額為16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398,000港元）。所有其他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可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其他按金、預付款及應收款項包括應收獨立業務夥伴款項餘額11,23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12,179,000港元），該等款項乃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償還。

於報告期結束時，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或確認收入日期，如較早）為基準
及扣除呆壞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16,873 33,243

3個月至6個月 150 1,489

6個月至9個月 5,256 2,401

9個月至1年 3,716 542

25,995 37,675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為免息，通常為自開出發票日期起30至90日內到期。本集團按照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的預期可收回程度，對債務人的財政狀況作出持續信貸評估，及
就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的呆賬設立撥備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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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包括屬於貿易性質的應付關連人士款項）的賬齡
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以內 34,559 35,731

3個月至1年 10,784 15,721

1年以上 11,277 3,673

56,620 55,125

所有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分類為非流動負債之結餘除外）預計於一年內結算。

12 銀行貸款
有抵押銀行貸款的變動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之期初款額 34,545
匯兌調整 (561)
新造有抵押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35,032
償還有抵押銀行貸款 (33,98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期終款額 35,032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期初款額 32,455

新造有抵押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29,342

償還有抵押銀行貸款 (24,95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期終款額 36,847

本集團所有銀行融資均須履行與財務機構訂立的貸款安排中常見的契諾。如本集團違反有
關契約，已取用的貸款需按要求償還。本集團定期監察其對該等契諾的遵守情況。於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沒有違反任何貸款契約（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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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i)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 金額 0.01港元的 金額
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於一月一日 3,000,000,000 30,000 3,000,000,000 30,000

增加 – – – –

期╱年終 3,000,000,000 30,000 3,000,000,000 3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808,096,025 8,081 808,096,025 8,081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 – – – –

期╱年終 808,096,025 8,081 808,096,025 8,081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及有權在本公司大會上就每股投一票。所有股
份對本公司的餘下資產享有同等地位。

(ii)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購股權獲行使（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iii) 於報告期末未到期及未行使購股權之條款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未屆滿及未行使之購股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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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774 1,774

1,774 1,774

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已授權但未訂約的重大資本承擔。

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就授予若干附屬公司的銀行融資（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9,000,000港元）提供的擔保承擔任何或然負債。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該
等融資已動用零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520,000港元）。

16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福利 1,712 2,101

離職後福利 34 35

1,746 2,136

上述披露的關連人士交易均不屬於上市規則第14A章所界定的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

17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本報告日期，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後，並無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或財
務表現相關的重大事項須敦請董事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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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業務受到各種因素的負面影響。
該些因素包括中美貿易戰、美國政府對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徵收關稅以及於二零二
零年初爆發冠狀病毒（「COVID-19爆發」）。在不利的經營環境下，本集團的潛在
及現有客戶已放緩其業務活動，並決定進一步延緩業務擴張計劃，因為預期耐用
品的需求將於一段時間內處於低位。因此，本集團若干訂單遭延遲，而新產品的
開發亦被推遲。

為克服困難，本集團一直持續評估現時之業務策略，以期精簡業務及提升整體表
現及前景。本集團亦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i)利用視像會議軟件跟進客戶；(ii)與
新的業務夥伴合作以擴大產品基礎；(iii)利用本集團的現有資源，猶其是強大的
設計、推廣及品牌發展能力，以尋求新的業務機會；及(iv)維持高效及精簡的成本
結構，嚴格控制固定成本。

在本集團的努力下，本集團通過提供版面設計、裝潢、產品展示等專業服務，經
營一項設計推廣專案。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26,000,000港元減少
約31.5%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86,300,000港元。

本集團營業額減少是由於自二零二零年初以來，受COVID-19疫情的影響，對本集
團以及客戶的業務運作造成干擾。此外，近期經濟下滑令客戶業務謹慎放緩，導
致對本集團產品的需求減少。

毛利

於回顧期間，由於COVID-19爆發，生產效率降低，甚至更向客戶提供折扣。因此，
本集團的毛利率下降至10.9%（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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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4,100,000港元，
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13,600,000港元。銷售及分銷開支減
少乃由於各層面持續的成本控制以及市場推廣活動處於低水平所致。

行政開支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就與本集團主要軟體家具客戶之一Pier 1 Imports, Inc.（「Pier 

1」）有關的貿易應收款項作出指定撇銷約2,578,000港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零
年二月二十五日公告，Pier 1及其附屬公司已在美國弗吉尼亞州東區破產法院自願
展開第11章程序。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行政開支約為15,400,000港元，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39,000,000港元。回顧期間內之行政開
支減少主要乃由於缺乏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中國之非流動資產之減
值開支以及與本集團業務單位重組有關之成本。

期內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9,100,000港
元，而上年同期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28,600,000港元。

前景

由於COVID-19爆發的疫情發展仍具有很大不可預測性，其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
影響程度尚未能確定。此外，中美貿易戰帶來不明朗的陰霾。本集團所處的行業
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除此之外，為對抗疫症大流行而制定的各種旅遊限制及
封鎖措施仍在實施，令本集團的市場推廣及宣傳工作受阻，導致本集團的產品開
發速度放緩。管理層認為，整體艱難的經營環境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本集團一向積極面對挑戰，同時亦物色各種機遇。與此同時，我們將探索拓展業
務及商業模式，以分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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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資金及庫務活動均由高級管理層管理及監控。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持有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48,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9,700,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為35,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4,500,000港元）。於同日，資產負債比率（總債務╱權益總額）為0.5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1.7（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6），及流動資產淨值為72,8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74,400,000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以及銀行借貸之變動分別載於本中期業績公
告之財務報表附註11及12。

外幣風險

本集團主要因銷售及採購以相關業務的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而面臨外幣風險。
本集團並無因貿易目的或出於對沖外匯匯率波動而擁有或發行任何金融衍生工具，
但管理層會持續監察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外幣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以下列各項作為擔保：(i)本集團位
於香港境外的樓宇作為抵押提供的保證函；及(ii)本集團位於香港境外的中期租賃
土地的法定押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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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200名僱員（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約
350名）。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8,3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20,800,000港元）。本公司每年檢討薪金，而酌情花紅乃參考個人表現評估、通貨
膨脹及當前市況後每年派付。可提供予合資格僱員的其他福利包括僱員購股權、
退休福利及醫療保險計劃。

除定期在職培訓外，本集團亦委聘專業人士向僱員提供培訓，以確保彼等可獲得
最新的相關工作知識及提升工作質素。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企業管治

董事認同在本集團的管理架構及內部控制程序引進良好的企業管治元素非常重要，
以達致有效問責。董事一直遵守維護股東權益的良好企業管治原則，致力制訂並
落實最佳常規。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管守則」），惟以下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不應由同一
人兼任。宋啟慶先生為本公司的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擔任主
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職位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勢及貫徹的領導，方便策劃及推行長期
商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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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準則。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且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在回顧期內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以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備有書面職權範圍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該書面職權範圍
符合企管守則的守則條文。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
報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審核委員會現時擁有三名成員，包括江興琪先生（主席）、
孫堅先生及邵漢青女士（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及中期業績公告。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備有書面職權範圍的薪酬委員會，該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管守則的
守則條文。薪酬委員會將就（其中包括）本集團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的本公
司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董事會亦授權薪酬委員會代表董事會釐定
本集團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特定薪酬組合。薪酬委員會共有三名成員，即孫
堅先生（主席）、邵漢青女士及江興琪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備有書面職權範圍的提名委員會，該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管守則第
A.5.2段。提名委員會將就董事的委任及繼任計劃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提名委
員會共有五名成員，即邵漢青女士（主席）、宋啟慶先生、張港璋先生、孫堅先生
及江興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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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中期業績公佈所載之會計資料尚未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刊發未審核中期報告

本公司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hingleehk.com.hk刊發。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股東、客戶及業務夥伴作出之持續支持致以衷心
的感謝，並向本集團所有僱員為本集團的持續成功作出的貢獻及努力表示謝意。

承董事會命
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宋啟慶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宋啓慶先生及張港璋先生，以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孫堅先生、邵漢青女士及江興琪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