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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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2）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融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財務摘要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收入 21.41億港元 3.10億港元 +590%

毛利 1.18億港元 5,500萬港元 +1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 
溢利╱（虧損） 300萬港元 (7,400)萬港元 +104%

每股盈利╱（虧損） 0.05港仙 (1.85)港仙 +103%

股東資金 8.99億港元 8.42億港元 +7%

每股資產淨值 0.16港元 0.15港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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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2,140,562 310,404

銷售成本 (2,023,055) (255,852)

毛利 117,507 54,552

其他收入、支出及虧損淨額 5 (4,770) (30,734)

銷售及推廣支出 (43,315) (25,884)

行政費用及其他經營支出 (53,163) (55,94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3,145) (78,201)

議價購買物業發展業務之收益淨額 – 60,070

經營溢利╱（虧損） 6 13,114 (76,143)

融資費用 7 (2,618) (8,362)

除稅前溢利╱（虧損） 10,496 (84,505)

所得稅抵免╱（支出） 8 (7,513) 10,790

本年度溢利╱（虧損） 2,983 (73,715)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10 0.0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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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虧損） 2,983 (73,715)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期間或會重列入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3,729 (31,837)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53,729 (31,8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56,712 (10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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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000 40,494
投資物業 442,045 434,440
其他非流動資產 29,442 30,258

非流動資產總值 503,487 505,192

流動資產
存貨 23,735 43,190
開發中物業 1,742,708 2,853,687
已完工待售物業 264,099 59,656
應收賬款 11 51,994 49,866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賬款及其他資產 288,782 161,339
公平值反映於損益之金融資產 42,522 96,037
已抵押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 120,000
受限制銀行結存 29,128 35,897
現金及銀行結存 149,220 265,502

流動資產總值 2,592,188 3,685,17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184,830 180,18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07,074 268,195
合約負債 1,023,828 1,893,374
銀行借款 219,075 373,127
應付稅項 323,544 109,039
租賃負債 2,195 2,058

流動負債總額 1,860,546 2,825,975

流動資產淨值 731,642 859,19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35,129 1,36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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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33,887 520,660

租賃負債 2,674 1,875

非流動負債總額 336,561 522,535

資產淨值 898,568 841,856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577,920 577,920

儲備 320,648 263,936

權益總額 898,568 841,856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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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包含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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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披露規定編製。除投資物業及公平值反映於損益之金融資產
以公平值計量外，本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除另有指明者外，本財務報表以港元呈
列，而所有價值均已約整至最接近的千位（千港元）。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及以下修訂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修訂本

2019冠狀病毒有關租金寬免（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性質及影響說明如下：

(a)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概念框架」）載列一套全面的財務報告及準則制定概念，
並為財務報表編製人制定一致的會計政策提供指引，協助各方了解及詮釋標準。該概念
框架包括有關計量及報告財務表現的新章節、有關終止確認資產及負債的新指引，以及
資產及負債的更新定義及確認標準。其亦釐清財務報告中管理、審慎及計量不確定因素
的角色。該概念框架並非標準，其中所載概念概無淩駕於任何標準的概念或規定之上。
概念框架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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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澄清並為業務的定義提供額外指引。該等修訂澄清，對
於視為業務的一組整合活動及資產，須至少包括對創造產出的能力作出重大貢獻的投入
及實質性流程。倘並無包括創造產出所需的所有投入及流程，業務亦可存在。該等修訂
取消對市場參與者能否獲得業務並繼續創造產出的評估，轉而關注所獲得的投入及所獲
得的實質性流程是否對創造產出的能力作出重大貢獻。該等修訂亦縮小產出的定義，專
注於提供予客戶的商品或服務、投資收入或日常經營活動的其他收入。此外，該等修訂
提供指引以評估所獲得的流程是否屬實質性，並引入選擇性公平值集中測試，從而允許
對所獲得的一組經營活動及資產是否不屬於業務進行簡化評估。本集團已按前瞻性基準
將該等修訂應用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發生的交易或其他事件。該等修訂並無對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旨在解
決對以另一種無風險利率（「無風險利率」）取代現有利率基準前期間財務申報之影響。該
等修訂提供在推出另一無風險利率之前之不確定期限內繼續進行對沖會計處理之暫時
性補救措施。此外，該等修訂規定公司須向投資者提供有關直接受該等不確定因素影響
之對沖關係的額外資料。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利率對沖關係，故該等修訂本並無對本集
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為承租人提供一個實際可行的權宜方法以選擇就2019

冠狀病毒疫情的直接後果產生的租金寬免不應用租賃修改會計處理。該實際可行權宜方
法僅適用於疫情直接後果產生的租金寬免，且僅當(i)租賃付款的變動導致租賃代價有所
修改，而經修改的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少於緊接變動前租賃代價；
(ii)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幅僅影響原到期日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的付款；及(iii)

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該修訂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
生效，允許提早應用，以及將追溯應用。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任
何影響。

(e)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為重大提供新的定義。新定義列明，倘
合理預期遺漏、失實陳述或隱瞞資料會對一般用途財務報表主要使用者按照該等財務報
表作出的決定造成影響，則有關資料屬重大。該等修訂澄清，重大程度將視乎有關資料
的性質或重要性或兩者。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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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按業務呈列之分部資料

本集團經營分部乃根據向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本公司執行董事）之內
部呈報釐定，目的為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內部呈報專注於策略經營及各業務單位之發展，其
中具有類似經濟特徵的業務單位組成一個經營分部，由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評估表現。

本集團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如下：

物業發展 – 房地產物業發展、出售及買賣
印刷 – 印刷產品生產及銷售
物業投資 – 房地產物業投資及租賃
庫務 – 債券、權益工具及其他工具投資及買賣
其他及行政 – 其他非可呈報業務活動以及經營分部及並無個別構成可

呈報分部的行政，連同公司收入及開支項目及收購相關成
本

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基於除利息開支及稅項前的盈利或虧損（「EBIT」或「LBIT」）及除利息
開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或虧損（「EBITDA」或「LBITDA」）之計量評估經營分部表
現。

其他及行政分部資產主要包括以組為基準管理的若干現金及銀行結存、短期存款、物業、廠房
及設備以及與其他及其他未配資產有關的資產。

其他及行政分部負債主要包括以組為基準管理的若干銀行借款以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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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呈列之分部資料如下：

物業發展 印刷 物業投資 庫務 其他及行政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銷售 1,927,950 194,718 10,773 – 1,975 2,135,416

其他收入 – – – 5,146 – 5,146

收入總額 1,927,950 194,718 10,773 5,146 1,975 2,140,562

EBITDA/(LBITDA) 33,559 4,343 4,808 12,606 (32,091) 23,225

折舊 (101) (7,527) (159) – (2,324) (10,111)

分部業績–EBIT/(LBIT) 33,458 (3,184) 4,649 12,606 (34,415) 13,114

融資費用 (2,618)

除稅前溢利 10,496

所得稅支出 (7,513)

本年度溢利 2,983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總值 2,339,252 152,642 475,451 42,636 85,694 3,095,675

負債總額 1,806,585 120,236 52,862 217 217,207 2,19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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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 印刷 物業投資 庫務 其他及行政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銷售 87,138 206,761 10,385 – 1,502 305,786

其他收入 – – – 4,618 – 4,618

收入總額 87,138 206,761 10,385 4,618 1,502 310,404

EBITDA/(LBITDA) 36,497 11,589 (77,938) (2,584) (30,504) (62,940)

折舊 (45) (10,938) (157) – (2,063) (13,203)

分部業績–EBIT/(LBIT) 36,452 651 (78,095) (2,584) (32,567) (76,143)

融資費用 (8,362)

除稅前虧損 (84,505)

所得稅抵免 10,790

本年度虧損 (73,715)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總值 3,132,420 152,416 468,416 216,143 220,971 4,190,366

負債總額 2,671,745 117,337 62,256 224,430 272,742 3,34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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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部資料

本集團在不同地域經營業務。收入按客戶所在地區呈列。資本支出及非流動資產則按資產所
在地區呈列。按地域呈列之分部資料如下：

收入 資本支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1,968,038 123,693 2,083 3,823
香港 25,866 30,243 3,551 142,942
美國 80,825 84,061 – –
英國 20,043 24,826 – –
法國 12,762 15,423 – –
其他地區 33,028 32,158 – –

2,140,562 310,404 5,634 146,765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137,762 161,801
香港 365,725 343,391

503,487 505,192

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本年度，概無本集團客戶佔本集團總收入10%以上（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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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之收入
銷售物業 1,927,950 87,138
銷售印刷產品 194,718 206,761
其他 1,975 1,502

2,124,643 295,401

其他來源之收入
租金收入 10,773 10,385
公平值反映於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5,146 4,618

15,919 15,003

總收入 2,140,562 310,404

5. 其他收入、支出及虧損淨額

其他收入、支出及虧損淨額的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279 1,702
出售廢料 1,418 2,45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1,914 124
公平值反映於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7,491 (6,562)
潛在收購事項所產生的專業費用 (363) (5,600)
其他非流動資產撇銷 (660) (7,590)
其他應收賬款之減值 – (7,565)
預付款項之減值 (1,185) –
已完工待售物業減值之回撥╱（減值） 135 (3,109)
終止福利成本 – (4,436)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7,157) 895
過往年度業務合併有關之或然收購代價 (7,725) –
雜項 83 (1,048)

(4,770) (3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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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虧損）

本集團經營溢利╱（虧損）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162,420 166,411

已售物業成本 1,859,441 87,39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0,111 13,203

減：已資本化及已計入印刷業務已售存貨成本之金額 (5,945) (9,26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計入銷售及營銷開支 

以及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4,166 3,943

存貨減值／（減值之回撥） 1,158 (526)

政府補助* (1,987) –

* 概無有關該等補助的未達成條件或或有事項。

7. 融資費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之利息 8,813 15,843

租賃負債之利息 134 205

由收入合約產生之利息 42,296 39,257

利息總額 51,243 55,305

減：開發中物業之資本化利息 (48,625) (46,943)

2,618 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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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4,300) 3,881

即期稅項－中國大陸
企業所得稅
年度支出 144,326 4,445

土地增值稅
年度支出 88,705 5,084

遞延稅項 (221,218) (24,200)

期內稅項支出╱（抵免）總額 7,513 (10,790)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二零年：零）。年內
概無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零）。

10.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二零二零年：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2,983,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虧損73,715,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數目5,779,196,660股（二零二零年：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3,989,135,615股）計算。

由於該兩個年度內並無潛在具攤薄作用之已發行股份，故每股攤薄盈利（二零二零年：虧損）乃
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二零二零年：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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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印刷業務貿易客戶介乎30天至180天之信貸期。租金收入乃預先收取。銷售物業
所得款項乃預先收取或於交付已完工物業至客戶時收取。對於具有長期業務關係的客戶，可
授予更長的信貸期。應收賬款不計息。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後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16,866 14,764

31至60天 6,153 3,021

61至90天 12,926 9,675

超過90天 16,049 22,406

51,994 49,866

12.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按供應商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95,289 117,309

31至60天 10,802 4,980

61至90天 16,304 9,836

超過90天 62,435 48,057

184,830 180,182



16

末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二
零年：無）。本年度並無宣派及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四）舉行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適時刊發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八月
二十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未登記股份持有人須確認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
二一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表現審視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綜合收入約21.41億港元（二零二
零年：3.1億港元），較去年大幅增長590%。收入顯著增長主要由於中國四川省自貢
市一項物業發展業務（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八月收購）之已完工住宅單位銷量激增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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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毛利較去年同期增加115%至約1.18億港元（二零二零年：5,500萬港
元）。本集團毛利率下跌至綜合收入的5%（二零二零年：18%），此乃由於自貢市已售
住宅單位根據業務合併的現行會計處理法，經計及於二零一九年八月收購自貢市物
業發展業務後公平值調整對物業成本之影響而錄得較低毛利率。為作說明，剔除物
業銷售，本集團毛利率將為約23%（二零二零年：25%），毛利率下降乃主要由於印刷
產品採用具競爭力定價策略，以在全球貿易緊張及進口關稅增加導致市場氣氛疲弱
的情況下維持擴大市場份額。

本集團之銷售及推廣支出錄得增長，約為4,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2,600萬港元），
主要由於年內銷售自貢市的住宅物業發展業務增長所致。因本集團採取各項成本節
約措施，行政費用及其他經營支出減少至約5,300港元（二零二零年：5,600萬港元）。

本集團其他收入、支出及虧損淨額為虧損淨額約5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3,100萬港
元）。該金額主要包括掛牌債券組合按市場價值估值之公平值收益約700萬港元（二
零二零年：虧損700萬港元）、與業務合併有關的或然收購代價約800萬港元（二零二
零年：無）、匯兌虧損淨額約7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收益100萬港元）及出售物業、
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約2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0萬港元）。

重估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約為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7,800萬港元）。儘管從投資
物業持續取得相對穩定的租金收入，但該等物業的公平市值在當前經濟氣氛疲弱的
情況下繼續下跌。

本集團的融資費用減少至約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800萬港元），乃主要由於在全
球低息環境下，年內以較低的利率獲取新的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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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除稅前溢利約1,0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8,500萬港
元），乃由下列經營分部及因素貢獻：

(i) 物業發展－溢利約3,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溢利3,600萬港元）；

(ii) 印刷業務－虧損約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溢利100萬港元）；

(iii) 物業投資－溢利約5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7,800萬港元）；

(iv) 庫務－溢利約1,2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300萬港元）；

(v) 企業支出淨額及其他業務約3,4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3,300萬港元）；

(vi) 融資費用約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800萬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約為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7,400萬港元），每股盈
利為0.05港仙（二零二零年：每股虧損1.85港仙）。溢利增長主要由於(i)若干投資物業
之估值虧損減少；(ii)公司債券組合按市場價值估值之公平值收益增加；及(iii)本集團
採取各項成本節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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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審視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方面，資產總值減少26%至約30.96億
港元（二零二零年：41.90億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
7.32億港元（二零二零年：8.59億港元），而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流動比率為1.39倍
（二零二零年：1.30倍）。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東資金增加7%至約8.99億港元
（二零二零年：8.42億港元），即每股0.16港元（二零二零年：每股0.15港元）。該權益
變動乃由於年內純利約300萬港元及於回顧年度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的人民幣匯兌
收益約5,400萬�元所致。

營運及業務發展審視

物業發展業務

物業發展業務包括主要於中國內地進行房地產物業發展、銷售及買賣。其於本年度
錄得經營溢利約3,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3,600萬港元），主要由於本年度出售中國
四川省自貢市一項物業發展業務之已完工住宅單位。去年，經營溢利主要來自完成
收購上述業務後取得的議價購買收益（經扣除項目費用）約6,000萬港元。於本年度，
該項目貢獻收益約19.28億港元（二零二零年：8,700萬港元），其產生自本年度交付總
樓面面積約258,000平方米（「平方米」）的住宅單位（自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收購之日
起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4,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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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把握中國內地物業市場的快速增長機遇，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收購一項
位於中國四川省自貢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新臥龍湖鹽鹵浴片區，屬於中港燊海
森林項目一部分的其中三幅地塊之住宅物業發展業務。合約收購代價為4億港元。
而根據收購事項相關買賣協議的條款及條件，自竣工日期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亦同意按溢利目標或交付目標（以較低者為準）的達成比例向賣方支付最
多2億港元的一部分有條件代價。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收購事項之買賣
協議，本集團應計有條件代價為800萬港元。

儘管約190,000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已於收購日期前出售及交付，但該三幅地塊的總
剩餘樓面面積約為500,000平方米，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後可作銷售確認。於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該總樓面面積約500,000平方米中，已交付予客戶之已完工
住宅單位的總樓面面積約為272,000平方米，已預售但尚未交付的發展中住宅單位
的總樓面面積約為165,000平方米。預售住宅單位預計將主要於截至二零二二年至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期間交付並確認物業銷售。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自貢市的已完工待售物業及發展物業的賬面總值約為19.52億港元（二零
二零年：28.63億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亦持有位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之聚豪山莊（亦
稱比華利山）樓盤18個待售住宅別墅單位，總樓面面積約5,600平方米，賬面值約
5,5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5,000萬港元）。管理層已與待售物業之潛在客戶進行磋商
但尚未就有關磋商達成協議。經參考長沙市最新區域城市規劃及發展，管理層對該
等高端住宅物業的前景保持樂觀態度，預期將在可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收益的前提下
完成銷售磋商。

建基於有關住宅發展項目的專業知識，本集團正從市場中探尋商機，以擴展物業發
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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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業務

印刷業務包括生產及銷售印刷產品，產品包括藝術圖書、包裝盒及兒童圖書，生產
設施位於中國廣東省惠州市。於回顧年度，該項業務錄得經營虧損約300萬港元（二
零二零年：溢利100萬港元）。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導致全球經濟放緩，全球圖書印刷及紙包裝市場的消費者
需求減少，印刷業務維持較低的毛利率以保持市場份額。於回顧年度，印刷業務錄
得收益減少至約1.95億港元（二零二零年：2.07億港元）。儘管如此，印刷業務透過採
取若干成本控制措施，並於創新設計、品質管理及生產資源方面加強其競爭優勢，
致力提高其利潤率。管理層亦通過制定多項現代化的採購、製造、分銷、物流及市場
細分化解決方案，迅速作出反應以盡量緩解市場挑戰。

管理層對全球圖書印刷及紙包裝市場復甦的增長勢頭仍保持審慎樂觀態度，並實施
適當風險管理及業務發展策略，以將風險轉為增長機遇。

物業投資業務

物業投資業務包括房地產物業投資及租賃，於回顧年度錄得經營溢利約500萬港元
（二零二零年：虧損約7,800萬港元）。業績改善乃主要由於來自位於香港及中國大
陸之若干投資物業的未變現重估虧損約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7,800萬港元），較去
年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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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下列公平市值約4.42億港元（二零二零年：
4.34億港元）之投資物業，該等物業於本年度貢獻租金收入約1,100萬港元（二零二零
年：1,000萬港元）：

地點 總樓面面積 用途

香港之投資物業
九龍紅磡蕪湖街111號蕪湖居地下B商舖 1,014平方呎 商業

九龍紅磡蕪湖街111號蕪湖居地下D商舖 1,293平方呎 商業

九龍白加士街101號珀 •軒地下3號、4號及5號商舖 2,090平方呎 商業

中國大陸之投資物業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人民南路四段1號成都數
碼廣場6樓

4,255平方米 商業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華夏路16號富力盈凱廣場
38樓01室、02室、03室、06室及07室

895平方米 寫字樓

經考慮投資物業已悉數租出及產生未變現重估虧損主要由於於報告期末香港及中
國大陸實行臨時隔離措施，本集團對物業投資業務的前景持審慎樂觀態度。投資物
業組合乃為長期投資目的而收購，以期為本集團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本集團持續
監察該組合的資本收益及租金收益率，並考慮於合適機會出現時重新平衡該投資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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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業務

庫務業務包括債券、權益及其他庫務工具投資及買賣，於年內錄得經營收益約1,300

萬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約300萬港元）。於年內，高收益公司債券組合產生利息收
入約5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500萬港元），並錄得公平值收益約700萬港元（二零二
零年：虧損700萬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高收益上市公司債券，按市價進行之估值
為約4,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9,600萬港元），相當於本集團總資產的約1%（二零二
零年：2%）。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持有之公司債券組合包括若干主要
於中國大陸從事物業開發相關業務及租賃業務之香港上市公司所發行之債券。

於回顧年度，全球金融市場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帶來的動盪中回穩。公司債券市
場已恢復至正常氛圍，故管理層認為於固定收入市場中的投資將繼續帶來豐厚的投
資回報。本集團仍透過採用最佳風險回報平衡投資策略謹慎監察投資組合的潛在價
格風險及信貸風險。

為抓住因全球利率下降而可能導致的資產價格膨脹及基金投資需求所帶來的機會，
本集團正研究金融及資產管理服務市場的拓展方案。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約為30.96億港元（二零二零年：41.90

億港元），由股東資金及多項信貸融資提供資金。本集團仍持有銀行融資以為其營運
資金及承諾資本開支提供資金，有關融資按市場利率計息，還款合約年期介乎於一
年內至五年。本集團已採納一項庫務政策使權益回報最大化，該項政策透過考慮所
有可行選項（包括債務與股權混合的融資）管理新資本項目的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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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產生的收入及成本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於年內，並無使用任何
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亦無外幣投資淨額由外幣借貸或其他對沖工具作對沖。本集
團按個別交易基準管理匯率及利率的波動風險。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銀行借款約2.19億港元（二零二零年：3.73億
港元），其中約2.19億港元須按要求或於一年內償還（二零二零年：3.73億港元）。銀行
借款約2.05億港元（二零二零年：3.61億港元）以港元計值、約1,200萬港元（二零二零
年：800萬港元）以人民幣計值及約2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400萬港元）以美元計值，
均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0.24（二零二零年：0.44），其為銀行借
款總額約2.19億港元（二零二零年：3.73億港元）與股東資金約8.99億港元（二零二零
年：8.42億港元）的比率。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存約1.78億港元（二零二
零年：4.21億港元），其中包括受限制銀行結存約2,9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受限制銀
行結存約3,600萬港元及已抵押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1.20億港元）。本集團有現金及
現金等值物約4,2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2.63億港元）以港元計值、約6,100萬港元（二
零二零年：3,500萬港元）以美元計值、約7,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21億港元）以人
民幣計值及約2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200萬港元）以其他貨幣計值。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債務淨額狀況（即銀行借款扣除無抵押及受限制現金及現金
等值物）為約4,1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7,200萬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悉數動用自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三日完成之
供股所收取之所得款項淨額約1.94億港元，用於償還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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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全球經濟從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中初步恢復，而市場消費意欲日益提升及通貨膨脹
加劇，為物業市場及全球貿易活動提供堅實支援。另一方面，資產市場仍然存在機
會，全球利率走低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為經濟復甦提供了持續支持。

通過有效配置資金資源，本集團成功完善了戰略發展，並通過拓展房地產開發業
務，把握房地產市場尤其是較少需求側限制的中國大陸非一線城市的機遇，將業務
風險及不確定性轉變為增長動力。我們於四川省自貢市的住宅開發項目具備優越自
然環境及出色的預售紀錄，有望在未來財政年度進一步改善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憑藉有效的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系統，我們一直對投資組合及印刷業務營運的市值
波動尤為警惕。本集團將繼續在不同市場中尋找促進增長的投資機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由若干銀行向若干中國物業買方作出的抵押
貸款提供財務擔保約18.18億港元（二零二零年：13.87億港元），方式為直接向銀行或
向安排銀行抵押之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提供。

僱員數目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包括其分判加工廠房）聘有450名（二零二零
年：655名）職員及工人。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多種福利，包括績效獎金、退休福利供
款、醫療保險及員工培訓。此外，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提供更多選擇方案
使僱員職業目標與本集團業務策略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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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質押賬面總值約3.20億港元（二零二零年：
5.70億港元）的若干資產（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項下的使用權資產、物業、廠房及設
備項下的自有資產、投資物業及應收賬款），以擔保本集團銀行融資。本集團銀行融

資亦由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的股權作擔保。

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購買一項權益之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
表撥備之資本開支約為3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100萬港
元）。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
企業之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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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並已遵守
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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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為回應本公司作出之特別
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所載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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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權益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緊密聯繫人士於對本
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初步公佈之審閱

本初步業績公佈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的數字
已經本集團獨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與本集團於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
載數字一致。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作出之核證聘用，故此安
永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本初步業績公佈作出任何核證。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乃本公司根據清晰職權範圍建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現有成
員為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何敏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林志雄先生及熊健民先
生。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於提呈董事會前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及報告及考慮本
集團財務人員或獨立核數師提出之任何重大或不尋常項目；審閱及監察本集團的財
務報告程序及其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及檢討與獨立核數師之關係及聘用條
款，並向董事會提出相關建議。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包
括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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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得之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充足公眾持股量。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
贖回任何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及交易之證券（二零二零年：無）。

年度業績公佈及年度報告之刊發

本業績公佈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mcgrouphk.com)。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
適用資料）將於適當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登載於上述網站內。

致謝

我們謹藉此機會感謝我們的股東、客戶及合作夥伴對本集團的持續支持及信心，亦
感謝我們的執行人員及員工於年內的付出及貢獻。

承董事會命
融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李青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李青先生及區凱莉女士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而林志雄先生、熊健
民先生及何敏先生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