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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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G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東瀛遊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82）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集團財務概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收益 29,039 17,626 64.8%
毛虧 (6,786) (19,077) –64.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56,771) (69,078) –17.8%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11.30) (13.75)

利潤率
毛利率 –23.4% –108.2%
經營利潤率 –217.5% –457.4%
淨利率 –195.5% –391.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回報率 –159.7% –33.4%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槓桿比率
總借款除以總資產 85.2% 76.6%
淨債務除以股東權益 1,637.4% 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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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瀛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業績連同2021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6 29,039 17,626
銷售成本 (35,825) (36,703)

毛虧 (6,786) (19,07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6 3,060 5,874
銷售開支 (13,474) (16,551)
行政開支 (45,780) (50,44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78) (419)
融資成本 7 (10,062) (6,337)

除所得稅前虧損 7 (73,220) (86,953)
所得稅抵免 8 16,122 17,485

期間虧損 (57,098) (69,468)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30,728) (20,321)
應佔換算海外聯營公司的匯兌差額 (892) (491)
現金流量對沖之影響，扣除稅項 310 417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31,310) (20,395)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88,408) (8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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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6,771) (69,078)
非控股權益 (327) (390)

(57,098) (69,468)

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8,358) (89,563)
非控股權益 (50) (300)

(88,408) (89,86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10 (11.30)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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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

附註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3,580 580,238
使用權資產 18,364 26,860
於聯營公司權益 8,831 9,900
遞延稅項資產 100,156 92,700
衍生金融工具 891 533
訂金 12 1,562 1,963

603,384 712,194

流動資產
存貨 2,315 2,582
貿易應收賬 11 3,324 3,210
訂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 12 33,282 42,158
應收聯營公司賬款 5,364 6,290
可收回稅項 220 222
抵押銀行存款 7,970 8,326
銀行存款及庫存現金 125,227 130,133

177,702 192,92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 13 6,421 5,220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賬 14 22,666 23,506
合約負債 10,144 12,161
應付聯營公司賬款 – 12
關連公司貸款 30,000 –
租賃負債 35,106 40,071
稅項撥備 200 290
銀行借款 15 42,458 239,677

146,995 320,937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30,707 (128,01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34,091 58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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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撥備 628 738
銀行借款 15 315,087 180,441
租賃負債 6,196 7,831
關連公司貸款 278,294 272,874

600,205 461,884

資產淨值 33,886 122,29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50,245 50,245
儲備 (14,706) 73,652

35,539 123,897
非控股權益 (1,653) (1,603)

權益總額 33,886 122,294

附註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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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東瀛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4年7月24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
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觀
塘鴻圖道83號東瀛遊廣場15樓。

本公司的股份於2014年11月28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
市。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提供旅行團、獨立自由
旅客（「自由行」）套票、個別旅遊元素（與自由行套票統稱為「自由行產品」）、輔助性
旅行相關產品及服務與商品銷售，以及擁有、開發及經營酒店業務。

2. 編製及呈列基準

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聯交所主板證
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與2021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該等
與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期間首次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有關的
會計政策除外。會計政策之任何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4。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的中期財務資料需要使用若干判斷、估計及假設，
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以及按年初至今基準計算之資產與負
債、收入及開支之呈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除另有說明外，中期財務資料均以港元呈列。中期財務資料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及選定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理解本集團自2021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
況及表現的變動而言屬重大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中期財務資料及附註並不包括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的完整財務報表所需的一切資料，並應與2021年年
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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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年初開始的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仍對本集團於截
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表現及財務狀況具
重大負面影響，尤其是日本政府對遊客及香港政府對從海外地區抵港人士實施檢
疫規定。日本政府於2022年6月上旬恢復遊客的跨境旅遊，但僅限於有導遊的旅行
團。所有遊客在前往日本前均須檢測呈陰性。此外，香港政府近期調整入境人士的
檢疫安排，將七天酒店檢疫更改為三天加上四天醫學監察。然而，截至本中期財務
資料獲批准日期，客戶數量尚未回升至疫情前的水平。

截至2 0 2 2年6月3 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毛虧約6 , 7 8 6 , 0 0 0港元及虧損約
57,098,000港元。該等狀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構
成重大疑慮，故或未能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償還負債。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認為，經考慮下列各項後，根據本集團涵蓋直至2023年12
月31日止期間（「預測期間」）的現金流量預測，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為其營運
提供資金及於可見將來履行到期的財務責任：

(a) 本集團管理層繼續採取緊縮措施，以維持本集團的經營現金流出在低水平。
該等措施包括人力資源重組、實施僱員及本公司董事減薪、安排無薪假、向業
主徵求若干分店租賃的租金寬減；

(b) 於中期財務資料獲批准當日，關連公司大寶行有限公司（「大寶行」）同意於預
測期間提供不少於100,000,000港元額外信貸融資給本集團；

(c) 本集團管理層一直與一家日本銀行協商，以獲該日本銀行豁免遵守若干契
諾，於2022年6月30日該尚未償還貸款金額約187,749,000港元；

(d) 基於全球的疫情和旅遊限制最新發展，特別是日本以及香港政府實施的檢疫
政策，旅遊業務的復甦預期溫和。鑑於未來或會暫停出境旅行團的風險，本集
團本年度已繼續推行商品銷售業務；及

(e) 本集團管理層持續致力尋求額外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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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上文所述，董事會是否將能落實上述規劃及措施（包括本集團能否順利執
行多項控制措施、安排取得關連公司的額外信貸融資及於需要時取得額外資金來
源、根據預期的疫情持續好轉狀況及日本及香港政府進一步完善檢疫及旅遊限制
政策，按計劃從其旅遊業務中產生足夠的現金流量）仍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假設上
述計劃及措施獲成功實施，董事會信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中期財務資料乃屬恰
當。

倘本集團無法繼續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業務，則須於中期財務資料作出調整以將
資產價值撇減至其可變現淨額，為任何可能產生之額外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將非
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此等調整的影響並
未於中期財務資料內反映。

中期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惟已經由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按照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
財務資料」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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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事件

由於於2020年年初爆發COVID-19疫情，本集團已自2020年3月中旬起取消並暫停前
往不同國家及地區之旅行團及自由行產品的銷售。日本於2022年6月初對遊客重新
開放，結束了疫情封鎖，但遊客僅可跟隨旅行團入境。所有遊客在前往日本前須檢
測呈陰性。有關安排已對本集團旅遊業務及酒店業務的營運造成干擾，並對本集
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益及財務表現造成不利影響。

自2021年12月31日以來就疫情對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
料所產生相關影響的已發生之重大事件及交易概述如下：

(a) 銷售及營運現金流入減少（可能觸發非金融資產減值）

誠如附註6所披露，自疫情產生廣泛影響以來，大部分收益來源大幅減少。本
集團認為銷售減少及預算收益減少乃屬減值跡象，故為其全部現金產生單位
釐定可收回金額。可收回金額為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與使用價值之較高者。
可收回金額高於各現金產生單位的賬面值。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
無確認非金融資產減值。

(b) 政府補助

本集團已申請應對全球疫情而推行之多個政府支持計劃。

根據香港政府推出的「保就業計劃」，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收
取資金約2,576,000港元，並選擇減少相關薪金開支而非將此政府補助獨立呈
列。

就支持本集團業務營運而取得之政府補助約5,240,000港元計入「其他收入、收
益及虧損淨額」（附註6披露）。

本集團並無就此等計劃有任何未履行責任。

4.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就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下列新訂或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之年度改進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有償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提述概念框架

自2022年1月1日起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
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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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報告

本集團乃根據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呈報，以供彼等決定本集團業務的資源分配
並評估其表現之內部財務資料而釐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三個可呈報分部。由於各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並需要不同業務策
略，該等分部乃作個別分開管理。下文概述本集團各個可呈報分部的業務：

• 旅遊及旅遊相關服務業務（「旅遊相關業務」）

• 商品銷售（「商品銷售業務」）

• 酒店營運（「酒店業務」）

管理層根據計量分部業績（即扣除直接屬於各經營分部的收益、銷售成本、其他收
入與收益及虧損、銷售開支、行政開支、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及融資成本）評估經營
分部表現。中央行政成本由於被主要經營決策者為評估分部表現所使用，故並未
納入分部業績的計量，因而並未分配至經營分部。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但不包括企業資產（其中包括銀行存款及庫存現金、可收
回稅項及若干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由於企業資產於集團層面管理，故並未直接
計入經營分部業務活動。同樣，分部負債不包括關連公司貸款及企業負債（如若干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賬），企業負債並未直接計入任何經營分部業務活動及並未分
配至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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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務分部

旅遊
相關業務

商品
銷售業務 酒店業務 總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收益
源自外部客戶 4,704 10,834 13,501 29,039

可呈報分部收益 4,704 10,834 13,501 29,039

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35,157) 764 (28,387) (62,78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98) (62) (21,698) (23,758)
使用權資產折舊 (11,075) – – (11,07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78) – – (178)
融資成本 (933) – (2,145) (3,078)
所得稅抵免 7,066 22 9,048 16,136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收益
源自外部客戶 5,346 6,710 5,570 17,626

可呈報分部收益 5,346 6,710 5,570 17,626

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43,952) 690 (39,475) (82,73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792) (11) (28,434) (32,237)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169) – – (12,16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19) – – (419)
融資成本 (902) – (2,792) (3,694)
所得稅抵免 8,120 – 9,387 1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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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資產 199,755 12,715 537,979 750,449
可呈報分部負債 108,855 4,524 354,167 467,546
添置非流動資產 5,970 1,696 522 8,188
應佔聯營公司資產淨值 8,831 – – 8,831

於2021年12月31日（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資產 175,633 7,478 649,912 833,023
可呈報分部負債 88,321 2,925 417,273 508,519
添置非流動資產 11,567 426 687 12,680
應佔聯營公司資產淨值 9,900 – – 9,900

(b) 可呈報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 29,039 17,626

綜合收益 29,039 17,626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
可呈報分部虧損 (62,780) (82,737)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440) (4,216)

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 (73,220) (86,953)

旅遊
相關業務

商品
銷售業務 酒店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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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750,449 833,023
未分配企業資產 30,637 72,092

綜合總資產 781,086 905,115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467,546 508,519
未分配企業負債 279,654 274,302

綜合總負債 747,200 782,821

(c) 地區資料

下表呈列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及除金融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特定的
非流動資產」）外的非流動資產分析：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按客戶所在地劃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特定的非流動資產
（按實際所在地劃分）
於2022年 於2021年

2022 2021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和澳門（所在地） 14,806 11,639 22,028 31,301

日本 14,233 5,987 469,819 575,844

其他 – – 8,928 9,853

29,039 17,626 500,775 616,998

所在地乃經參考本集團視為其發源地、擁有大部分營運及管理中心的地點而
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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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任何單一客戶貢獻本集團10%以
上收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 收益分拆

旅遊相關業務 商品銷售業務 酒店業務 總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主要地區市場

香港和澳門（所在地） 3,972 4,929 10,834 6,710 – – 14,806 11,639
日本 732 417 – – 13,501 5,570 14,233 5,987

4,704 5,346 10,834 6,710 13,501 5,570 29,039 17,626

收益確認時間

時間點 2,440 1,998 10,834 6,710 – – 13,274 8,708
隨時間轉移 2,264 3,348 – – 13,501 5,570 15,765 8,918

4,704 5,346 10,834 6,710 13,501 5,570 29,039 17,626

6. 收益及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收益包括旅行團、輔助性旅行相關產品及出租酒店客房和輔助性服務的發票淨
值；自由行產品及輔助性旅行相關服務的所得款項淨額；及商品銷售。本期間確認
的各主要收益類別的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旅行團 2,264 3,348
自由行產品（附註） 1,074 1,148
輔助性旅行相關產品及服務（附註） 1,366 850
商品銷售 10,834 6,710
出租酒店客房及輔助性服務 13,501 5,570

29,039 17,626



15

附註： 本集團自由行產品及若干輔助性旅行相關服務產生的收益被視為作為代
理商代表委託人收取的現金，因而計為淨額。已收及應收所得款項總額如
下所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及應收所得款項總額 11,020 7,560

下表載列有關貿易應收賬及來自客戶合約的合約負債的資料：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附註11） 3,324 3,210
合約負債 10,144 12,161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匯兌虧損淨額 (4,192) (2,202)
處理收入 271 61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9 9
租賃租金寬減收益 1,193 2,173
政府補助收入 5,240 5,325
貸款支付調整收益 128 164
雜項收入 381 344

3,060 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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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得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7,799 5,26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758 32,237
使用權資產折舊 11,075 12,169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之已撇銷壞賬 – 10
終止租賃收益 – (3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淨額 (6) (228)

融資成本：
－租賃負債產生的利息開支 812 1,101
－衍生金融工具產生的利息開支 145 178
－關連公司貸款產生的利息開支 6,984 2,643
－銀行借款產生的利息開支 2,121 2,415

10,062 6,337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及其他實物福利 23,452 29,408
－退休計劃供款 1,048 1,292

24,500 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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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稅項 – 22
－過往年度不足額撥備 14 70

14 92

遞延稅項
－於本期間損益計入 (16,136) (17,577)

(16,122) (17,485)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法律，於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
的集團實體，由於概無於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進行業務，故獲豁免繳納稅
項。

於兩個期間，估計應評稅溢利的首2,000,000港元按8.25%計算香港利得稅，而估計
應評稅溢利超過2,000,000港元的部分則按16.5%計算。不合乎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
集團實體的溢利於兩個期間內繼續按16.5%的稅率徵稅。

兩個期間內澳門所得補充稅乃根據於澳門營運的附屬公司的估計應評稅溢利均按
12%的稅率計算。澳門的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內概無產生估計應評稅溢利。

兩個期間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於中國營運的附屬公司的
估計應評稅溢利均按25%的稅率計算。於兩個期間，本集團於中國營運的附屬公司
概無產生估計應評稅溢利。

於日本營運的附屬公司須繳納日本的企業所得稅、都道府縣民稅和區市鎮村民稅
及營業稅（下文統稱「日本利得稅」），該等稅項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現
行法律、詮釋及慣例匯總成實際法定所得稅稅率介乎約30.5%至約34.6%（截至2021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30.5%至約34.6%）。於兩個期間，本集團於日本營運的附屬
公司概無產生估計應評稅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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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於2022年8月26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21年中期股息：無）。

10. 每股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56,771) (69,078)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普通股數目 502,450 502,450

本期間及去年同期，本公司並無攤薄潛在股份，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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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賬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 3,324 3,210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貿易應收賬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 天 2,958 2,431
91 – 180 天 43 91
181 – 365 天 166 68
超過 365 天 157 620

3,324 3,210

12. 訂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訂金 1,562 1,963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賬 10,172 8,082
訂金（附註） 4,970 6,546
預付款 18,140 27,530

33,282 42,158

附註： 該金額包括支付予一家關連公司大寶行的租賃訂金約1,455,000港元（於
2021年12月31日：1,455,000港元）。該訂金為無抵押、免息及於租期屆滿時
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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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賬

貿易應付賬的信貸期根據與不同供應商達成的條款差異而不同，通常為1天至30
天。根據服務和產品的獲得（通常與發票日期一致），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貿易應付
賬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 天 4,013 3,070
91 – 180 天 678 30
181 – 365 天 658 83
超過 365 天 1,072 2,037

6,421 5,220

14.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賬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款項 11,276 11,853
其他應付賬 11,390 11,653

22,666 2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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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銀行借款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
銀行借款，已抵押 42,458 239,677

非流動
銀行借款，已抵押 315,087 180,441

357,545 420,118

於2022年6月30日，約357,545,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420,118,000港元）的銀
行借款乃分別以總賬面值約420,353,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497,975,000港元）
及約4,285,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4,630,000港元）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和抵
押銀行存款作抵押。此外，該等銀行借款當中約2,972,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
3,486,000港元）亦由一家日本附屬公司的一名前非控股股東之物業作抵押。

部分本集團的銀行融資受契諾條款規限，據此，本集團須滿足若干主要財務比率
及契諾。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未履行就兩家銀行貸款分別約220,554,000港
元及8,000,000港元未償還貸款金額之財務契諾。由於契諾條款，銀行有權根據合
約要求立即償還該兩筆貸款。未償還結餘於2021年12月31日分類為流動負債。

於2022年2月21日，本集團獲銀行豁免遵守契諾要求，於2021年12月31日該未償還
貸款金額約220,554,000港元。因此，於2022年6月30日，該銀行貸款的非流動部分約
164,772,000港元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於2021年12月31日8,000,000港元其他尚未償還銀行貸款的條款其後經修訂，及重
續融資合同已於2022年3月11日簽署，其下次重續日期為2022年12月31日。於2022
年6月30日，此銀行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初始按公允價值（扣除已產生的直接應佔成本）計量，其後採用實際利率
法按攤銷成本計量，實際年利率介乎0.79%至2.38%（於2021年12月31日：0.79%至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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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於2021年12月31日及2022年6月30日 1,000,000 100,000

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之普通股
於2021年12月31日及2022年6月30日 502,450 50,245

17. 報告日期後事項

董事會仍不斷評估COVID-19疫情對本集團所營運之業務的影響。視乎COVID-19疫
情持續的時間及對經濟活動的持續負面效應，本集團或會面臨更負面的業績及資
金流動限制，並可能於2022年下半年及2023年產生資產減值。然而，COVID-19疫情
對2022年下半年餘下時間及往後財政期間的實際影響尚無法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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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集團概覽

在COVID-19疫情爆發兩年多後，本集團於2022年6月22日最終籌辦了香港首個往
日本旅行團。加上香港政府近期放鬆所施加的強制檢疫隔離要求，本集團管理
層持審慎樂觀態度認為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將在未來有所改善。然而，於2022年上
半年，在COVID-19疫情籠罩的陰霾下，本集團的大部分主要業務仍處於停滯狀
態。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益約29,0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7,600,000港元），增幅為64.8%。毛虧約6,8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19,100,000港元），跌幅為64.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56,800,000港元（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69,100,000港元）。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酒店業務收益
增加及毛虧減少，以及由於本集團的節省成本措施使銷售及行政開支減少。

於2022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的每股基本虧損為11.30港仙（截至2021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3.75港仙）。

業務概覽

本集團主要業務包括提供旅行團、自由行產品、輔助性旅行相關產品及服務與商
品銷售，以及擁有、開發及經營酒店業務。

期間各業務分類的收益及毛（虧）╱利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收益 毛（虧）╱利 毛利率 收益 毛（虧）╱利 毛利率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旅行團 2,264 (459) -20.3 3,348 318 9.5

自由行產品及輔助 

性旅行相關產品 

及服務 2,440 1,277 52.3 1,998 1,561 78.1

商品銷售 10,834 3,034 28.0 6,710 1,554 23.2

酒店營運 13,501 (10,638) -78.8 5,570 (22,510) -404.1

總計 29,039 (6,786) -23.4 17,626 (19,077)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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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團

在COVID-19疫情籠罩的陰霾下，大部分旅行團自2020年3月中旬已停業至今。
於本期間，旅行團主要包括香港本地旅行團及於2022年6月的兩個往日本旅行
團。收益約2,3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300,000港元），跌幅
為32.4%及貢獻本集團收益總額7.8%（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9.0%）。毛
虧約5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毛利300,000港元），變化幅度
為–244.3%。

自由行產品及輔助性旅行相關產品及服務

自由行產品及輔助性旅行相關產品及服務收益主要為銷售機票、酒店住宿、公共
交通票、主題公園門票及海外本地旅行團收入，以及旅行保險售賣服務的佣金收
入。

於本期間，因應許多國家及地區實施的旅遊限制及邊境措施，大部分自由行產品
及輔助性旅行相關產品及服務的銷售亦隨之而暫停。收益約2,400,000港元（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00,000港元），增幅為22.1%及貢獻本集團收益總額
8.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1.3%）。毛利約1,3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1,600,000港元），跌幅為18.2%。

商品銷售

於2020年，本集團全新推出「EGL Market」網上購物平台，蒐羅環球手信，提供自
取及送貨服務。於2021年，在荃灣開設一家實體零售門店及分別在旺角及葵芳各
開設一家期間限定門店。於本期間，收益約10,8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6,700,000港元），增幅為61.5%及貢獻本集團收益總額37.3%（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38.1%）。毛利約3,0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600,000港元），增幅為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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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營運

本集團首家酒店「大阪 の彩酒店」為全球客戶提供優質的酒店服務。酒店內有
354間客房可容納691名客戶，並毗連溫泉浴大樓。日本政府於2022年5月實施
有計劃逐步向入境遊客重新開放，其後於2022年6月進一步放寛限制。此重新
開放為酒店業務帶來了有利的影響。然而，酒店於本期間的表現仍大部分受到
COVID-19疫情的影響，本期間酒店入住率為14.1%（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0.7%）。

本集團第二家酒店「沖繩 の彩溫泉度假酒店」已於2020年12月開始營運，為全球
客戶提供優質的酒店服務。酒店內有201間客房可容納480名客戶，並帶有戶外溫
泉及泳池等設施。儘管如上文所述日本已逐步向入境遊客重新開放，酒店於本期
間的表現仍大部分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響。本期間酒店入住率為32.5%（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9.1%）。

酒店營運的收益主要為租賃酒店客房所產生的收入。於本期間，收益約
13,5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5,600,000港元），增幅為142.4%
及貢獻本集團收益總額46.5%（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1.6%）。毛虧約
10,6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2,500,000港元），跌幅為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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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毛利率 –23.4% –108.2%
經營利潤率(1) –217.5% –457.4%
淨利率(2) –195.5% –391.9%
利息覆蓋率(1) –6.3倍 –12.7倍
總資產回報率(2) –7.3% –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回報率(2) –159.7% –33.4%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流動比率 1.2倍 0.6倍
槓桿比率
總借款除以總資產 85.2% 76.6%
淨債務除以股東權益 1,637.4% 493.0%

(1) 溢利╱虧損於計算上指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的溢利╱虧損。

(2) 溢利╱虧損於計算上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3)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2021年中期股息：零
港元）。

收益及毛利

請參閱上文「管理層討論與分析－業務概覽」分節有關本集團收益及毛利╱虧的
討論。

銷售開支

前線員工成本構成本集團銷售開支的主要部分。銷售開支約13,500,000港元（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6,600,000港元），減幅為18.6%。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
團的節約成本措施，包括無薪假期、減薪及人力資源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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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僱員成本、董事薪酬、租金、差餉及管理費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構成本
集團行政開支的主要部分。行政開支約45,8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50,400,000港元），減幅為9.2%。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節約成本措施，
包括無薪假期、減薪及人力資源重組。

融資成本

用於撥付建設及裝修酒店樓宇及溫泉浴大樓、購買旅遊巴士及旅遊相關業務日
常營運之銀行借款於本期間產生融資成本約2,1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2,400,000港元）。

基於來自一家關連公司大寶行的貸款的貼現現金流量，於本期間產生融資成本
約7,0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600,000港元）。該等融資成本隨
著貸款的增加而增加。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後，於本期間租賃負債產生的融資成本約
8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100,000港元）。

所得稅抵免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所得稅抵免約16,1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7,500,000港元）。其減少主要是由於遞延稅項抵免減少。

利息覆蓋率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的利息覆蓋率為–6.3倍（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2.7
倍）。其變動主要是由於融資成本增加和融資成本及稅項前虧損減少所致。

利息覆蓋率定義為融資成本及稅項前溢利╱虧損除以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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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經營利潤率及淨利率

有關毛利率、經營利潤率及淨利率的變動，請參閱上文已討論之因素。

流動比率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2倍（於2021年12月31日：0.6倍）。流動比
率增加主要是由於銀行借款流動部分減少所致。

槓桿比率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槓桿比率－總借款除以總資產

銀行借款 357,545 420,118 (62,573)
關連公司貸款 308,294 272,874 35,420

總借款（附註a） 665,839 692,992 (27,153)

總資產 781,086 905,115 (124,029)

槓桿比率 85.2% 76.6% 8.6 
個百分點

槓桿比率－淨債務除以股東權益
總借款（附註a） 665,839 692,992 (27,153)
租賃負債 41,302 47,902 (6,600)

總債務（附註b） 707,141 740,894 (33,753)
減：銀行存款及庫存現金 (125,227) (130,133) 4,906

581,914 610,761 (28,847)

股東權益（附註c） 35,539 123,897 (88,358)

槓桿比率 1,637.4% 493.0% 1,144.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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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總借款包括銀行借款及關連公司貸款。

(b) 總債務包括銀行借款、關連公司貸款及租賃負債。

(c) 股東權益包括所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槓桿比率－總借款除以總資產的增加主要是由於訂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減少
約9,300,000港元，使用權資產減少約8,500,000港元以及因折舊及本期間末換算匯
率較低而導致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少約106,700,000港元所致。

槓桿比率－淨債務除以股東權益的增加主要是由於股東權益減少約88,400,000港
元所致。

總資產回報率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回報率

於本期間，總資產回報率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回報率分別為–7.3%（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7.4%）及–159.7%（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33.4%）。總資產回報率輕微上升主要是由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減少。
權益回報率減少主要是由於權益減少。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與財務資源

就2017年10月竣工的「大阪 の彩酒店」而言，於2022年6月30日銀行借款之賬
面值約2,837,800,000日圓（相當於約162,2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
2,837,200,000日圓（相當於約190,500,000港元））。還款期限為須於12年內償還。

就2019年3月竣工的大阪溫泉浴大樓而言，於2022年6月30日銀行借款之賬面值約
446,900,000日圓（相當於約25,5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446,800,000日圓
（相當於約30,000,000港元））。還款期限為須於12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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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2020年10月竣工的「沖繩 の彩溫泉度假酒店」而言，於2022年6月30日銀行借款
之賬面值約2,743,600,000日圓（相當於約156,8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
2,800,400,000日圓（相當於約188,100,000港元））。還款期限為須於26年內償還。

就2017年購買的五輛旅遊巴士而言，於2022年6月30日銀行借款之賬面值約
52,000,000日圓（相當於約3,0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51,900,000日圓（相
當於約3,500,000港元））。還款期限為須於5年內償還。

就為滿足旅遊相關業務營運所需的營運資金需求而於香港提取的銀行借款而
言，於2022年6月30日之賬面值為10,0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8,000,000港
元）。還款期限為須於90天內償還。

就關連公司大寶行的財務支持而言，於2020年及2021年提取的五筆貸款於2022年
6月30日賬面值約278,3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272,900,000港元）。該等貸
款為無抵押，須於2026年1月1日償還。此外，另一筆30,000,000港元的貸款於2022
年6月2日提取，於2022年6月30日尚未償還。該第六筆貸款為無抵押，須於2023年
5月31日償還，於中期財務資料中分類為流動負債。

除上述項目外，本集團以其本身資本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2022年6月30日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約35,5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123,900,000港元）。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銀行存款及庫存現金約125,2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
31日：130,100,000港元）。銀行存款及庫存現金主要以港元計值，約佔78.0%（於
2021年12月31日：77.8%）、日圓約佔14.2%（於2021年12月31日：15.6%）、澳門
元約佔2.1%（於2021年12月31日：0.8%）及歐元約佔1.0%（於2021年12月31日：
1.1%）。

資產抵押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抵押位於日本的「沖繩 の彩溫泉度假酒店」、「大阪
の彩酒店」及溫泉浴大樓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旅遊巴士及若干銀行結餘共約

422,3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500,300,000港元）以擔保於「管理層討論與
分析－財務回顧－資本結構、流動資金與財務資源」分節內所述的於日本之銀行
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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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抵押銀行存款約8,0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
31日：8,300,000港元）。除上文所述於日本之該等抵押銀行結餘外，大部分抵押
銀行存款乃抵押予香港及澳門的若干持牌銀行以取得於香港提取的銀行借款及
代表本集團向若干第三方出具的擔保函。連同本公司提供之企業擔保及若干執
行董事為維持對本集團管理及業務的控制權而提供之承諾，本集團總擔保額約
13,8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14,000,000港元），主要向本集團分店業主及
供應商（如航空運輸協會、航空公司及酒店）出具，以向應付供應商的本集團貿易
應付賬餘額提供擔保。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其他資產抵押（於2021年12月31
日：無）。

資本承擔及未來資本開支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700,000港元（於2021年12月31日：800,000
港元）用作購置於香港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至於未來資本開支，本集團目前計劃透過現存內部資源撥付有關開支。

或有負債

董事認為於2022年6月30日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於2021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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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及財政政策

外匯風險乃指由本集團所承擔向客戶收取款項與向供應商付款可能因當時外匯
波動而無法對賬的風險。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與一家日本銀行訂有一份浮
動至固定利率掉期合約以對沖利率風險及浮息銀行借款之現金流量變動風險。
除前述掉期合約外，本集團並無倚賴對沖安排，而已實施外匯風險管理程序密切
監控風險承擔。該等程序防止持有過多外幣現金餘額，其中購買外幣金額已限定
為估計一週銷售額所需旅遊元素相應成本，以減低有關外匯風險承擔。外匯風險
管理程序的目標為限定與一週產生的外幣計值旅遊元素成本相關的外匯風險承
擔。該等程序讓本集團不需對日後外匯波動進行判斷，而本集團營運人員須嚴格
遵守相關操作步驟。本集團將不時檢討該等程序，並於需要時作出適當變動。除
交易外匯風險外，集團實體的資產及負債主要以各自的功能貨幣計值。本集團的
財政管理政策乃將盈餘現金主要存入香港、澳門及日本的持牌銀行作為銀行存
款，營運資金亦集中管理以確保資金的妥善及有效收集與調度，並確保資金充足
可償還到期債務。於本期間，錄得外匯虧損淨額約4,200,000港元（截至2021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2,200,000港元）。

人力資源及僱員薪酬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僱員總數198名（於2021年12月31日：254名）。僱員薪酬
待遇乃參考市場資料及個人表現釐定並定期檢討。薪酬政策將由董事會不時審
閱。董事酬金由董事會轄下薪酬委員會於考慮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個人表現及與
市況比較後釐定。除基本薪酬外，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醫療保險、公積金及其他
實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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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人員培訓及發展，本集團提供一系列僱員培訓計劃，旨在加速專業發展並
物色勝任人士及多元化團隊的人才。具潛能的員工將根據晉升計劃加以培育及
發展，並最終出任管理職位。為吸引及挽留對本集團發展有利的適合人士，本集
團自2014年11月起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根據購股權計劃，購股權可授予本集團合
資格僱員作為長期獎勵。本期間，概無任何購股權授出、註銷、失效或行使（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於2020年、2021年及本期間，由於COVID-19疫情
的不利影響，本集團已為僱員安排無薪假期及調減薪金，並對人力資源進行重
組。除此之外，本集團的薪酬政策、花紅、購股權計劃及培訓計劃並無重大變動。

期後事項

自2022年6月30日起，香港政府放寬對從海外返港遊客的COVID-19強制檢疫隔離
要求。自2022年8月12日起，入境遊客不論有否接種疫苗，均須接受3晚強制檢疫
隔離及4晚醫學監察（而非7晚強制檢疫隔離）。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此標誌著香港
旅遊業開始逐步復甦，並持審慎樂觀態度認為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將在未來有所
改善。

展望

本集團管理層將持續監察旅遊限制及旅客隔離安排，並將繼續開拓額外的收
入來源，實施多項成本控制措施，包括人力資源重組、加強僱員成本節約措
施，以及向業主徵求租金寬減。此外，大寶行同意按本集團的要求安排不少於
100,000,000港元的進一步信貸融資，直至2023年12月31日。董事會認為，本集團
於2022年及2023年將擁有足夠營運資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

視乎COVID-19疫情的發展及其對經濟活動的持續負面影響，本集團於2022年下
半年或會面臨更負面的業績及資金流動限制，並可能產生額外資產減值。然而，
本集團管理層尚無法預測COVID-19疫情對本集團於2022年下半年餘下時間及往
後財政期間的確實財務影響。

我們具備優越條件於市場上提供優質服務及產品，且我們對香港的經濟復甦抱
持信心，並將強化自身實力以逐步重新獲得前進的動力。連同本集團努力不懈的
專業團隊及管理層、長期支持本集團的客戶、業務合作夥伴及持份者，本集團對
未來數年實現業績改善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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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深明企業透明度及問責制度的重要性。本公司於致力達致高水平的企業
管治同時，亦透過有效的企業管治程序帶領本集團取得更好的業績及提升企業
形象。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應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
則之原則並遵守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自身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均已遵守標準守
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獨立審閱報告摘錄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業績為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
司獨立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
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核數
師的無修訂意見的審閱報告將載入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的中期報告內。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於其報告發表無修訂意見，當中包括「有關
持續經營的重大不確定性」一節。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結論摘
要載列如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致使我們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所
有重大方面並未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規定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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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事項 － 有關持續經營的重大不確定性

我們務請　閣下垂注中期財務資料附註2，該附註顯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　貴集團錄得毛虧約6,786,000港元及期間虧損約57,098,000港元。該等狀況連
同中期財務資料附註2所載其他事項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　貴集團持
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慮。我們的結論並無就此作出修訂。」

經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審閱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已由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儉輝先生、鄧冠雄先生及黃麗明女士）審閱。本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已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
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零港元）。

刊發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 業 績 公 告 已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egltours.com/travel/pages/investor_relations/#chi刊載。本公司的中期報告將於
2022年9月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刊載。

代表董事會
東瀛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袁文英

香港，2022年8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6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袁文英先生（主席）、𧝁國全先
生、梁成釗先生、李寶芬女士、袁灝頤女士及鄭存漢先生，以及3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分別為陳儉輝先生、鄧冠雄先生及黃麗明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