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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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EEK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威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3）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威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
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概述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17,866 264,468

銷售成本 (113,468) (158,100)  

毛利 104,398 106,36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1,037 10,340

銷售及分銷成本 (91,294) (98,410)

行政費用 (36,067) (38,648)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1,072) 5,665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 (1,339) (1,525)

融資成本 (6,302) (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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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639) (21,687)

利得稅開支 4 (479) (633)  

本期虧損 5 (1,118) (22,320)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其後將無法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物業重估之收益（扣除遞延稅項） 5,843 6,182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2,712) 1,578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6,869) 7,760  

本期總全面虧損 (7,987) (14,560)  

母公司普通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0.044)港仙 (0.88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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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49,812 447,692
產業、廠房及設備 37,791 43,501
使用權資產 78,783 70,426
已付租金按金 8,192 7,949  

總非流動資產 574,578 569,568  

流動資產
存貨 108,854 124,945
應收貿易款項 8 3,720 2,475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566 9,682
已付租金及水電按金 35,486 42,395
可收回之稅項 14 12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745 10,259  

總流動資產 165,385 189,88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9 7,271 9,51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2,288 51,361
已收租金按金 1,403 521
計息之銀行借貸 360,991 375,505
租賃負債 69,659 72,819
撥備 654 593
應付稅項 284 301  

總流動負債 482,550 510,611  

流動負債淨值 (317,165) (320,72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7,413 24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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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0 22,395 2,388

已收租金按金 1,329 1,972

遞延稅項負債 16,634 15,810

租賃負債 25,544 29,258  

總非流動負債 65,902 49,428  

資產淨值 191,511 199,411  

權益
股本 25,180 25,180

儲備 166,331 174,231  

總權益 191,511 19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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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除
投資物業按公平價值計算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的所有資料和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產生淨虧損1,118,000港
元，而截至該日為止，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317,165,000港元。

鑑於上述情況，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未來流動資金及表現以及其可用財務來源，以評估
本集團是否有足夠財務資源以持續經營。

本公司董事已審閱管理層編製的本集團現金流量預測，包括業務收入及開支增長、營運資
金需求以及銀行融資設施的持續續期。彼等認為，在考慮已實施或正在實施的措施後，本集
團將有足夠的營運資金在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之日起至少未來十二個月內為其營
運提供資金並履行其財務責任。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為恰當。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動用銀行融資設施為58,650,000港元。本集團已實施或
正在實施的措施包括 (i)洽商外部融資，包括但不限於獲得進一步的銀行融資設施或再洽商
延後現有銀行融資設施之還款日期；及 (ii)考慮潛在的下行風險因素、營運資金敏感度並已
確定可採取的緩解措施以進一步減少現金支出。

本集團能否產生足夠的現金流以持續經營將取決於上述措施的成果。

倘持續經營假設並不恰當，則可能需要進行調整，將資產價值減至其可收回金額，以撥備可
能產生的進一步負債，並將非流動資產和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該
等調整的影響並未反映在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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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之變更及披露

除了為本期間財務報表首次應用以下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產業、廠房及設備：於作擬定用途前之收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週期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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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闡釋性例子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於本期間應用此等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本集團之財務表現
和狀況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拆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化妝品 時裝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類別
銷售化妝品 141,623 – 141,623

製造及銷售女仕時裝 – 76,243 76,243   

總計 141,623 76,243 217,866   

收入確認的時間
在某一時點 141,623 76,243 217,866   

地區市場
香港及澳門 141,623 72,484 214,10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其他地區 – 3,759 3,759   

總計 141,623 76,243 21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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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拆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化妝品 時裝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類別
銷售化妝品 184,562 – 184,562

製造及銷售女仕時裝 – 79,906 79,906   

總計 184,562 79,906 264,468   

收入確認的時間
在某一時點 184,562 79,906 264,468   

地區市場
香港及澳門 184,562 75,919 260,481

中國之其他地區 – 3,987 3,987   

總計 184,562 79,906 264,468   

就向批發市場銷售女仕時裝而言，收入於貨品控制權轉移時確認，即貨品已付運至批發商
的特定地點（交付）。於交付後，批發商可全權酌情決定分銷方式及出售貨品的價格、於出售
貨品時承擔主要責任並承擔貨品陳舊過時及損失的風險。正常信貸期為交付後的60天至120

天。

就向零售客戶出售化妝品及女仕時裝而言，收入於貨品的控制權轉移時（即客戶於零售店購
買貨品的時間點）確認。交易價的付款應於緊隨客戶購買貨品的時間點後支付。就向透過百
貨公司的銷售櫃位銷售女仕時裝予零售客戶而言，正常信貸期為客戶購買貨品後的30天至
60天。

於報告期末，概無分配至履約責任的交易價尚未償付（或部分尚未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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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分類

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人）報告之資料，乃為針對所提供的貨品類別作出資源
分配及評核分類表現。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報告的資料乃進一步分類為香港及澳門境內不同
零售店舖，而該等零售店舖各自被主要營運決策人視作獨立營運分類。就分類報告而言，
該等個別營運分類已合併為單一報告分類。本集團呈列以下兩個報告分類：

(a) 從事化妝品銷售業務的化妝品分類；及

(b) 從事女仕時裝製造及銷售業務的時裝分類。

營運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

分類表現根據報告分類損益評估，此乃經調整除稅前損益的計量方式。除投資物業的公平
價值變動、若干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中央行政費用及融資成本外，經調整除稅前損益按與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的計量方式一致。

由於主要營運決策人並無審閱分類資產及負債之資料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故並無呈列
有關之分析。

分類之間銷售及轉讓參考向第三方銷售的當時市價之售價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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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營業額及業績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化妝品 時裝 分類總額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41,623 76,243 217,866 – 217,866

分類間之銷售 – 6 6 (6) –     

141,623 76,249 217,872 (6) 217,866     

分類溢利╱（虧損） (2,490) 6,078 3,588 – 3,588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下降 (1,07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781

中央行政費用 (2,823)

融資成本 (5,113) 

除稅前虧損 (639)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化妝品 時裝 分類總額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84,562 79,906 264,468 – 264,468

分類間之銷售 – 5 5 (5) –     

184,562 79,911 264,473 (5) 264,468     

分類虧損 (18,269) (4,795) (23,064) – (23,064)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上升 5,66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024

中央行政費用 (3,416)

融資成本 (3,896) 

除稅前虧損 (2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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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類資料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化妝品 時裝 分類總額 公司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產業、廠房及設備 454 314 768 – 768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5,951 17,479 33,430 – 33,430

產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04 1,267 1,871 674 2,545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 1,052 287 1,339 – 1,339

存貨報廢、損耗及其他撥備 1,136 87 1,223 – 1,223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化妝品 時裝 分類總額 公司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產業、廠房及設備 128 525 653 – 65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3,268 17,916 31,184 – 31,184

產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786 1,833 3,619 896 4,515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 1,233 292 1,525 – 1,525

存貨報廢、損耗及其他撥備 3,664 168 3,832 – 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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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

利得稅
香港
－即期 290 218

其他司法權區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4) 218

遞延稅項 193 197  

479 633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合符資格的集團實體之首200萬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8.25%計提，
而超過200萬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則須按稅率 16.5%計提。未合符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其
他集團實體的應課稅溢利按16.5%的固定稅率徵稅。

若干於澳門營運之附屬公司須繳付澳門補充稅12%，惟仍有待相關稅務當局敲定稅務負債。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中國附
屬公司之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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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期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虧損已扣除╱（計入）：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3,430 31,184

產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545 4,515

出售產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4) (15)

淨匯兌差額 (4,720) 889

銀行利息收入 (7) (18)

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包括可省略之支出） (4,775) (3,005)

政府補貼（附註） (15,110) –

修訂租賃之收益 (5,385) (6,806)  

附註：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收到以下現金津貼：(1)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之防疫抗疫基
金下之「保就業」計劃所授予之10,430,000港元；以及 (2)澳門特區政府之2022年百億抗疫援助
措施所授予之4,820,000澳門幣（相等於4,680,000港元）。

本集團已經符合所有附帶條件，並於本中期期間內在損益中確認該等津貼。

6.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二年：無）。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於期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1,118,000港元（二零二
一年：22,320,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518,001,334股（二零二一年：2,518,001,334

股）計算。

該兩個期間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本公司之購股權獲行使，因為該等假設的行使會
使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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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款項

以下為本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款項及虧損撥備淨額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435 2,341

31 – 60日 1,158 58

61 – 90日 59 59

91 – 120日 68 17  

3,720 2,475  

9. 應付貿易款項

於各報告期末應付貿易款項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679 5,089

31 – 60日 2,834 2,200

61 – 90日 287 831

逾90日 471 1,391  

7,271 9,511  

10. 其他應付款項（非流動部份）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付予本公司一名董事的未償還結欠為19,5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該結欠為無抵押、按年利率約 3.22%計息並須於二零二四年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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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217,866,000港元（二零二
一年：264,46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7.6%。在營業額中有141,623,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184,562,000港元）來自化妝品業務，較去年同期減少23.3%，佔集團總營
業額65.0%（二零二一年：69.8%）。時裝分類業務營業額達76,243,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79,90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6%。於回顧期內，儘管零售店舖的營運仍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持續影響，以及本集團策略性地精簡店舖數目，導致
本集團化妝品及時裝分類業務的營業額均較去年同期下降，惟集團錄得本期虧損
1,11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22,32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收窄約95.0%。
其中時裝分類業務錄得溢利6,07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4,795,000港元），化妝
品分類業務錄得虧損2,49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 18,269,000港元）。本期集團
整體虧損中尚包括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下降1,07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5,665,000港
元升值）。此外，集團於回顧期內從政府獲得與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相關之補貼及
資助合共約15,11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並無獲取相關補貼或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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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業務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設有57間Colourmix及MORIMOR化妝品專門
店（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64間），其中 51間位於香港，6間位於澳門。於回顧期
內，零售業務在第五波疫情、限聚令及檢疫措施等持續影響下，本集團化妝品業務
營業額為141,62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84,56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3.3%，
化妝品業務錄得分類業績虧損 2,49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 18,269,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大幅收窄了86.4%。其中原因有受惠於來自政府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
相關之補貼及資助約8,299,000港元。面對艱難的營商環境，化妝品業務主要由本
地消費帶動，集團按照市場需求整合貨品組合，致令期內之銷售毛利率較去年同
期顯著提升，令店舖營運表現更具效益。此外，集團於期內優化零售網絡，亦是
令本期虧損收窄的另一主要原因。由於有大部份店舖之租賃期於二零二一╱二零
二二財政年度內屆滿，令集團更有主導權於約滿時與業主重新磋商租約條件，以
較大的減租幅度短期續租，或是退出若干減幅未如理想虧損之零售點，此舉有助
減低整體營運虧損。與此同時，集團於期內亦有新租入租金合理且位置優越的店
舖，為化妝品營運表現帶來正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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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業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旗下女裝品牌Veeko和Wanko店舖數目共 73間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83間），其中57間位於香港，12間位於中國內地及4間
位於澳門。於回顧期內，集團時裝業務之營業額為76,24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79,90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6%。時裝業務的分類業績錄得溢利6,078,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虧損4,795,000港元）。時裝業務轉虧為盈，其中原因有受惠於來自
政府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相關之補貼及資助約6,811,000港元。此外，優化零售網
絡亦是時裝業務較去年同期改善之另一主要原因。香港及澳門時裝零售業務於二
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以及本期內結束了若干錄得虧損之店舖，此舉有助減
低整體營運虧損。此外，由於集團時裝業務之生產資源集中在國內自置廠房，故
此能靈活控制成本，面對嚴峻的經營環境，較具彈性安排產量，減低存貨水平及
生產成本支出。

展望

疫情自二零二零年初至今持續已超過兩年，對各行各業打擊重大，以零售業尤
甚。預期零售市場在二零二二╱二零二三財政年度下半年度仍以本地消費為主，
旅客數目相信短期內難以恢復。管理層已採取了多項應變措施以減低成本，包括
積極減低存貨水平，嚴格控制成本和支出，在租約到期與業主磋商減租，以及關
閉表現欠佳的零售店舖，漸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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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業務方面，隨著虧損嚴重之店舖陸續租約到期而結束，減低整體營運虧
損，再加上集團繼續審慎物色租金合理且位置優越的地點重新開店，優化零售網
絡，以及重整貨品組合以進一步提升毛利率，而二零二二年十月份化妝品業務之
毛利率比去年同期更錄得超過12個百分點之升幅，按目前走勢，集團有信心此等
策略能令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化妝品業務表現得以進一步改善。除實體店舖外，集
團亦會繼續透過與知名電商平台合作，例如天貓國際、京東、微信小程序等，專
注線上線下業務，提升品牌知名度及拓展客戶群。

有別於化妝品業務，時裝業務以本地消費客群為主，故此受到因疫情而致使旅客
減少之影響相對較化妝品業務為少，恢復亦較快，事實上時裝業務於回顧期內之
銷售額跌幅遠比化妝品業務少。時裝零售網絡方面，集團會結束租約到期而又錄
得嚴重虧損之店舖。與此同時，亦會物色租金合理且位置優越的地點重新開店。
有見於中國內地時裝業務表現疲弱，對集團貢獻比例較少，未來集團的時裝業務
將會主要集中在香港及澳門市場。財政年度下半年正值秋冬旺季，再加上聖誕及
新年的傳統節日，一般為時裝業務之黃金檔期，而二零二二年十月份香港及澳門
區之同店銷售更錄得超過17.0%之增幅，集團對時裝業務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之
表現審慎樂觀。

本集團主要從事化妝品及時裝零售業務，同時亦持有投資及自用物業。此等物業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根據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仲量聯行有限公司及仲量
聯行企業評估及諮詢有限公司進行之估值合共約 704,615,000港元，作為對本集團
財政上的支持。集團並將繼續審慎管理財務和現金狀況。儘管未來仍充滿挑戰，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業務，並採取多項應變措施，包括但不限於繼續與業主磋商減
租，優化零售網絡，整合貨品組合，積極控制存貨水平，嚴格控制成本和支出，期
望儘快達致收支平衡。



– 18 –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本報告期末，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為港元及人民幣）為 9,745,000港元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259,000港元）。未償還銀行借貸（主要為港元）及一
名董事的貸款分別為360,99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75,505,000港元）
及19,5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於本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0.34（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37），而負債
比率為1.88（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88），乃按本集團銀行借貸總額360,991,000

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75,505,000港元）及總權益 191,511,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99,411,000港元）計算。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設施為424,32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443,038,000港元），當中本集團已動用之融資金額為 365,676,000港
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86,355,000港元）。

外匯風險

本公司數家附屬公司均有外幣採購（主要為美元及歐元），導致本集團須承受外幣
風險。管理層會密切監察外匯風險，並會於有需要時考慮通過訂立遠期合約對沖
重大外幣風險。

資產抵押

於本報告期末，就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設施而向若干銀行作抵押之資產為
486,16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89,384,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獲授之銀行融資設施
向若干銀行提供731,03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740,915,000港元）之擔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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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有約 950名員工（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950名）。本集團主要根據業內慣例釐定員工薪酬，包括保險及醫療褔利。本集
團亦已根據個人表現採取一套獎勵計劃予員工。除基本薪酬福利外，部份主要員
工更獲分配購股權，以作為獎勵及鞏固員工對集團之歸屬感。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具體查詢後，所有
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的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並未經本公司之獨
立核數師審閱，惟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包括所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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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同仁，衷心感謝全體員工之忠誠服務、貢獻及努力，對一直支
持本集團之各位股東、客戶、供應商及業務夥伴亦深表感謝。

代表董事會
威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鄭鐘文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鄭鐘文先生（主席）及林玉森女士，一
名非執行董事林文鈿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歐陽厚昌先生、鄭文龍先生
及楊永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