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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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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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美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28）

JOLIMARK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映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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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去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除另有列明者外，全部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102,059 136,824

出售貨品成本 (72,026) (95,073)  

毛利 30,033 41,751

其他收入 2,280 3,178

銷售及推廣成本 (15,575) (18,753)

行政開支 (20,444) (18,646)

研究及發展開支 (20,069) (23,183)

其他收益－淨額 292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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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虧損 (23,483) (15,122)

融資成本－淨額 (1,973) (2,612)

分佔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收益╱（虧損） 28 (39)  

所得稅前虧損 (25,428) (17,773)

所得稅抵免 6 3,898 2,522  

  

期內虧損 (21,530) (15,251)
  

由以下各項應佔虧損：

－本公司股東 (21,177) (14,901)

－非控股權益 (353) (350)  

(21,530) (15,251)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每股以人民幣列值）

－基本及攤薄 7 (0.035) (0.024)
  

上述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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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除另有列明者外，全部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21,530) (15,251)

其他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投資公
平價值變動 802 (485)

有關該等項目的所得稅 (188) 12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614 (35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0,916) (15,607)
  

由以下各項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20,588) (15,235)

－非控股權益 (328) (372)  

(20,916) (15,607)
  

上述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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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除另有列明者外，全部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於

附註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7,006 105,823

無形資產 12,128 13,216

使用權資產 9,926 10,681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7,849 7,821

按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 

財務資產 398 463

按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財務資產 6,758 5,95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060 8,192

其他應收賬款 9 2,402 5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3,197 3,124  

非流動資產總值 161,724 155,776  

流動資產

存貨 104,970 86,32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9 36,208 34,848

受限制現金 153 7,1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177 122,474  

流動資產總值 244,508 250,795  

資產總值 406,232 40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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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附註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及溢價 9,155 9,155

其他儲備 257,647 257,058

累計虧損 (45,423) (24,246)  

221,379 241,967

非控股權益 (892) (564)  

權益總額 220,487 241,403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791 1,363

遞延所得稅負債 524 363  

非流動負債總額 1,315 1,72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66,248 68,053

合約負債 1,580 1,497

租賃負債 1,614 1,645

借款 114,988 92,247  

流動負債總額 184,430 163,442  

負債總額 185,745 165,168  

總權益及負債 406,232 406,571
  

流動資產淨值 60,078 87,35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21,802 24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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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另有列明者外，全部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1. 一般資料

(a) 映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
島公司法（二零零三年修訂本）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b)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產銷打印機、其他電子產品及其他非電子產品。

(c) 本公司自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
上市。

(d)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e) 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帶來前所未見的挑戰，增加經濟不明朗因素。COVID-19

或會影響本集團的表現及狀況，包括銷售訂單減少，生產及付運延遲，押後推出新
產品，須計提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導致商譽減值
等。自爆發COVID-19起，本集團持續關注COVID-19疫情，主動應對疫情對本集團財
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帶來的影響。

2.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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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一般包括的所有各類附註。因此，本報告
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編製之年度財務報表以及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期內發佈的任何公開公告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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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

除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外，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上一財政年度及相應中期報告期
間所採納者貫徹一致。

3.1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的財政年度強制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之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之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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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該等於本財政年度首次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的影響，斷定
對本集團會計政策並無影響，且毋須追溯修訂及詮釋調整。

3.2 以下為已頒佈但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亦並無被提早採
納的新訂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如下：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於財務報表呈列負債分類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業務合併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年度 

改進
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年度 

改進
金融工具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定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並未應用上述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年度期間生效的新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預期該等新訂準則、現
有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概不會對本集團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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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董事及行政總裁為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
審閱本集團就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所作之內部申報工作。管理層已按照該等報告釐定經
營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者按照本集團不同產品系列（即打印機及其他）管理本集團業務。由於本集
團逾90%的收入及經營業績乃來自打印機產品系列，故並無編製分部資料。

5. 收入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為如下貨品銷售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打印機 96,529 135,490

其他電子產品 2,490 1,334

其他產品 3,040 –  
102,059 136,824

  

(b) 本集團註冊地為中國。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於中國 95,975 128,197
於其他國家 6,084 8,627  

102,059 136,824
  

(c)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收益之約10%（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9%）來自單一外部客戶。

6.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246)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中國股息預提稅 – –  

– (246)  

遞延所得稅 3,898 2,768  

3,898 2,522
  

香港利得稅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適用香港利得稅率為 16.5%（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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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由新會江裕信息產業有限公司（「江裕信息」）進行。該公司為基地設於
中國新會市之外資公司。江裕信息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按其於中國法定財務
報表所呈報之溢利為基準，並就毋須課稅或不可扣減所得稅之收支項目調整後作出撥
備。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由於江裕信息於
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一九年三個年度符合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管理層預
期有關資格可於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三年延長三年，因此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江裕信息享有企業所得稅率15%（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在
中國的其他集團實體的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25%（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25%）。

中國股息預提稅

根據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頒佈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以中國境內公司於二零零
八年一月一日後所得向其境外投資者派付的股息，應按10%的稅率繳納預提所得稅，中
國附屬公司直接控股公司在香港成立及符合中國與香港所訂立的稅務條約安排規定，
可適用5%的較低預提稅率。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毋須就中國股息計提預扣稅。

海外所得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三年修訂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
公司，因此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本公司位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
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註冊成立，因此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
所得稅。

7. 每股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人民幣千元） (21,177) (14,901)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612,882 613,252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每股人民幣）（附註 (a)） (0.035) (0.024)
  

(a) 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每
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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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非即期

其他應收賬款
－第三方 410 500

－關聯人士 1,992 –  

2,402 500  

即期

應收第三方貿易賬款（附註 (a)） 20,209 22,145

減：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101) –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20,108 22,145  

應收票據（附註 (b)） 3,698 1,649

其他應收賬款
－第三方 10,107 8,204

－關聯人士 91 2,062

減：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第三方 (720) (720)  

其他應收賬款－淨額 9,478 9,546  

預付第三方賬款 2,924 1,508  

38,610 35,348
  

(a) 本集團的客戶銷售一般授出之信貸期介乎30天至180天不等，或按本公司董事認為
恰當者延長。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淨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少於30天 16,106 19,715

31至90天 2,743 2,032

91至180天 786 174

181至365天 268 17

超過365天 205 207  

20,108 2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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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期限以內之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質素乃參考有關對手方違約率之過往資料而
作出評估。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該等應收貿易賬款乃與本集團之各大客戶有
關，且並無出現拖欠結算跡象。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人民幣473,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224,000元）已逾期但未減值，其與近期並無違約記錄的若干獨立客戶有
關。

(b)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票據指銀行承兌票
據。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付貿易賬款
－第三方 42,130 30,872

－關聯人士 716 286

其他應付第三方賬款 23,006 36,499

應付股息 396 396  

66,248 68,053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包括屬貿易性質之應付關聯人士賬款）按發票
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少於30天 31,154 25,790

31至90天 9,720 2,945

91至180天 50 498

181至365天 314 172

超過365天 1,608 1,753  

42,846 3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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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打印機業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打印機業務收入約為人民幣
96,529,000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95%，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約29%。收入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及打印機市場需求疲弱導致。

其他產品業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其他產品業務收入約為人民
幣5,530,000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5%，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人民幣4,196,000

元。主要是本期增加銷售家居及醫用口罩用品導致。

未來業務展望

上半年，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公司業務與運作受到比較大的影響。辦公及生
產部門三月中下旬才陸續恢復正常運作，設在疫情中心武漢的互動教育研發部
門，四月中才開始正常上班，而復工後客戶拜訪等市場工作也受到較大影響。

然而，在公司上下一心的努力下，公司也取得了不少成績。年初，公司積極參
與武漢的抗疫行動，為湖北及武漢雷神山、火神山、金銀潭、同濟醫院、湖北中
醫院等抗疫前線的醫院捐贈上千台打印機，並於三月開始生產醫用口罩，積極
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為公司更好地可持續發展做出了一些努力。

打印設備、雲打印、稅控解決方案及新零售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公司繼續堅持打印機就是雲應用的戰略指導，以公司30多
年在打印機領域的市場、服務、技術及製造方面的深厚核心競爭力為基礎，打
造軟硬件深度整合的雲打印應用服務商。雲打印是移動互聯網及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時代的基礎設施，傳統本地的應用軟件逐步在轉移到雲端；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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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方式，即在PC上安裝打印機驅動程序後通過USB或本地局域網連接的打印
方式，變為無需安裝驅動程序的移動及遠程打印，這是一個長期趨勢。

今年上半年，雖然受疫情影響，映美雲打印業務還是取得了可喜成績，在映美
雲打印開放平台註冊的合作夥伴（SAAS軟件開發商為主）已近1,000個，雲打印
方面產品有交易的合作夥伴已超過 100多個，增長超 100%，銷售台數與金額同
比增長超200%。

映美在電子發票雲打印領域是微信與支付寶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通過微信
或支付寶開的電子發票，顧客輕鬆掃碼就可自助利用映美雲打印機打印。映美
雲打印機及技術標準成為該兩家公司開發者開放平台中的標準教程資料。映
美電子發票雲打印機，已被南方電網、國家電網、中國電信、中石油、中石化、
殼牌、稅務局、沃爾瑪、建設銀行等大型客戶所採用。根據國務院相關通知，今
年內增值稅專用發票也將全面採用電子發票，預計電票打印機今年下半年及
明年銷售有較大的增長。

打印即營銷，打票亦營銷。雲打印機及電票打印機，是互聯網及智慧新零售的
入口。公司正在通過電票打印機去發展新零售業務，在顧客手機自助掃碼打印
發票完成時，引導顧客進入商城購物。目前公司正在跟銀行或第三方支付通道
公司及電商平台或中大型商戶洽談合作，在使用銀行支付通道的前提下由其
全部或部分支付電票打印機的成本，然後通過公司全國的銷售網絡鋪設到商
戶，在顧客打印發票完成後推廣電商平台商品。

雲打印另一重要應用是代替傳統昂貴的自助終端，顧客掃碼後可以在手機上操
作及看到個性化的精准廣告，因而節省了大型觸摸屏及複雜的開發與維護費
用，雲打印自助終端具有極強的價格優勢，是公司發展的重要方向。上半年，
公司已在醫療、新華書店、稅務大廳等應用領域實現客戶的突破。而應用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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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福利彩票的彩票雲自助終端，過去兩年已銷售近3,000台，現系統運行良好。
公司預計雲打印自助終端及彩票雲自助終端未來市場巨大，正努力將其打造
為核心業務。

電子發票將全面推廣，這將令多聯打印的針式打印機需求進一步萎縮。公司上
半年努力開拓政府與其他行業的針式打印機市場，特別是針對在電力、衡器及
醫院市場，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同時，大力發展噴墨技術打印機，包括面向
醫療市場的連續紙噴墨打印機、電子病歷打印機，面向政府與行業使用的紅頭
文件打印機，面向家庭與文印自助雲打印的文印及功課彩色噴墨打印機，面向
製造業與商業的彩色標簽打印機，面向商業與家庭的二代咖啡拉花機及二代
美甲打印機等。這些產品在上半年已推出或下半年陸續推出。通過發展這些新
的打印產品，去彌補針式打印機市場需求的萎縮及為公司雲打印戰略提供支
撐。

視頻互動教育系統

疫情，為遠程教育提供巨大機會。但由於公司互動教育開發團隊主要在武漢，
上半年的開發工作也受到極大的影響。公司遠程教育系統跟目前市場上的遠程
教育系統不同的是，我們結合板書攝像頭、高拍儀及教育系統主機等軟硬件結
合的一對多視頻互動教育平台，力求實現「像現場一樣輕鬆地、隨意地教學與
學習」。我們系統能讓老師同時與身處不同地方的學生多方視頻互動，能通過
板書攝像頭或高拍儀，讓老師在傳統白板上寫字、讓老師看到遠程學生的課本
及作業本，實現像傳統教室白板、課本與作業本的教學與學習方式，特別適合
美術、書法、演奏、表演與室內運動的教學。系統面向補習老師、培訓及補習學
校，也適用於企業的產品培訓。學習或培訓最佳的效果是老師講完或示範完，
學生馬上練習，老師能看到學生的做題與操作過程，即時提供指導。我們系統
就是要實現這目的。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公司互動教育平台延誤到今年下半
年才會推出市場。



– 15 –

醫療器械和防護口罩產品

公司便攜式醫用制氧機主要針對肺功能衰退需依賴制氧設備呼吸的病人，便
攜功能使他們解除傳統大型設備的束縛，令他們能與正常人一樣，自由出門活
動。產品同時適用於登山、高原旅遊、個人辦公與家居氧吧保健等用途。目前
在樣機測試及產品認證準備階段，因醫療器械認證時間較長及不確定性，公司
預計明年上半年推出產品。

公司另一醫療器械產品，醫用級靜音壓縮式霧化器，目前處於醫療生產許可證
認證階段，目標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推向市場。該霧化器，主要用於藥物
的霧化吸入式治療，特點是藥物霧化顆粒平均直徑 3.5微米可直達肺泡及下呼
吸道，易於被人體吸收，大大優於市面上的超聲波霧化器。同時具有比市場同
類產品低 25%以上的噪聲。該設備可用於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根據國
內外的研究，霧化治療的方式效果顯著。

醫用口罩，於上半年第一季已投產，已經獲得了中國的醫療器械生產許可證（II

類）和歐盟的CE認證及進入了中國商務部醫療物資出口白名單，但目前國內口
罩供應飽和，疫情受控，市場變得競爭激烈，公司在進行努力開拓市場。

財務回顧

業績摘要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收入總額約為人民幣102,059,000

元，較上年同期下降約25%。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21,177,000元，而
上年同期虧損則約為人民幣 14,901,000元。每股基本虧損約為人民幣 0.035元（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0.024元）。股東應佔虧損增加的主要
原因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本期銷售及毛利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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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毛利分析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打印機業務收入約為人民幣 96,529,000

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95%；其他產品業務收入約為人民幣5,530,000元，佔本集
團收入約 5%。與二零一九年同期比較，本集團綜合收入減少約 25%，收入減少
的主要原因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及打印機市場需求疲弱導致；本集團綜
合毛利率約29%較去年同期約31%稍為下降了2%，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
期銷售減少而固定成本不變所致。

資本性支出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資本性支出約為人民幣7,750,000

元，主要用於購置生產設備及產品模具。

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約為人民幣406,232,000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06,571,000元），控股股東權益約為人民幣221,379,000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1,967,000元）；非控股權益約為人民幣
(892,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64,000)元）；流動負債約為人
民幣184,43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3,442,000元），本集團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約為1.33（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3），流動比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本期銀行借款增加約人民幣22,741,000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受限制現金合共約為
人民幣103,33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9,627,000元），而本
集團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114,988,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92,247,000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收到客戶尚未到期的銀行承兌票據約為人
民幣3,698,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49,000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000,000

元）若干銀行存款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融資的抵押，內保外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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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的影響

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帶來前所未見的挑戰，增加經濟不明朗因素。
COVID-19或會影響本集團的表現及狀況，包括銷售訂單減少，生產及付運延
遲，押後推出新產品，須計提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的預期信貸虧損撥
備，導致商譽減值等。自爆發COVID-19起，本集團持續關注COVID-19疫情，主動
應對疫情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帶來的影響。

外幣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內地經營，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列值及結算。然而，本集團
進口若干原材料及機器、向海外客戶銷售商品以及外幣借款產生以美元（「美
元」）、新台幣（「新台幣」）、歐元及港元（「港元」）計值的資產及負債而面臨外幣匯
兌風險。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境外的貨幣性財務資產高於
財務負債。

本集團通過定期審閱本集團外幣敞口淨額管理及監察其外幣匯兌風險，並於
有需要時通過削減財務負債紓緩匯率波動的影響。

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任何重大收購事項或出售事項。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員工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946名員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76名員工）。除 30名員工受僱於香港及海外，本集團所有僱員均位於中國
內地。本集團按業績及員工個別表現釐定所有員工之薪金及獎金政策。同時，
本集團亦提供社會保險、醫療補助及住房公積金等附帶福利，以確保本集團作
為僱主之競爭力。此外，本集團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及激勵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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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建立嚴格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旨在提升投資者信心及本公
司的問責性及透明度。本公司竭力維持高企業管治標準，且已於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遵守不時生效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
條文，惟偏離下文守則條文第E.1.2條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然而，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限制跨境旅行、人們須保持社交距離以及其
他業務承擔，董事會主席歐栢賢先生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
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已有一名執行董
事及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出席，以使董事會對本公司股東的意見有持平的瞭
解。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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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證券交易
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任何標
準守則不合規事宜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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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由審核委
員會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已經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jolimark.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
有上巿規則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供於上述
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映美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歐栢賢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歐栢賢先生、歐國倫先生及歐國良先生；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簡麗娟女士、鍾曉林博士及楊國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