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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二零年是捷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上市後的第一個財政年度，是我們的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但同時亦是充滿挑戰的一年。2019冠狀病毒疫情於全球蔓延，令本集團、其客戶及供應商均面對前所未有的短
期性困擾。但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面對艱難的市場及營商環境，積極執行各種政策以備把握疫情後
的機遇。對外，我們主動為客戶提供不同的方案，亦以較具彈性的對應及零活的配合以滿足他們各種需求。

儘管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下本行業的很多公司均面對銷售收入的萎縮，但憑藉上述的應變措施，本集團於期內
的收益只錄得輕微下跌，而且經營利潤亦能錄得顯著增長。恰巧在疫情前本公司已於去年完成上市工作，使本
集團備有充裕的資源，可以於經濟仍未完全復甦的時間更有效地進行業務擴充的工作。

維持穩定的股息政策，是本公司的一貫目標。期內，本公司亦已宣派了上市後的第一次股息。如本公司主席談
國培先生所言，在不影響本集團的未來發展之情況下，本公司將會繼續執行以往慷慨的股息政策，不僅為股東
帶來實質的回報，亦是體現對股東的承諾，並感謝他們對本集團一直以來的支持。

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主要從事OEM服裝製造業務，專門生產睡衣及家居便服產品。我們經營垂直整合業務，包括(1)原材料
採購及坯布生產、(2)原料及布料開發、(3)服裝設計、(4)就產品設計及布料使用向客戶提供意見、(5)使用我們的
生產設施進行主要服裝生產流程、以及(6)在各主要生產階段及對製成的服裝產品進行質量控制。因此，本集團
能夠為客戶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由布料研發至最終生產及付運。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河南省及
柬埔寨金邊市均設有生產設施，而目前在越南亦有通過長期合作的代工廠進行生產。

於二零二零年的上半年，面對2019冠狀病毒的爆發，各國政府分別實施不同的限制及防疫措施，為本集團世界
各地的客戶及供應商帶來不同程度的阻礙和難處，而個別客戶亦延後訂單的交付。但受惠於本集團堅持的營運
模式及預早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使本集團不單沒有受到重大的負面影響，而且亦為我們帶來了進步，通過不同
的方法提升了工作效率。而本集團的垂直整合生產模式，亦使我們在急速多變的市場變化中，仍可以在保持優
良品質的情況下靈活按照客戶要求供貨。再者，本集團以客為本的策略促使我們於疫情期間主動與客戶保持緊
密聯絡並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案，使我們可以與客戶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

如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中所披露，本集團籌集資金的部份用途為
達成縱向及橫向擴充業務的計劃，包括擴充河南廠房以及於越南興建新的製衣廠。期內，河南廠房已開始擴充
並購入了若干機器，而於越南的土地使用權申請工作亦在進行中，待疫情過後及可以海外出行時，本集團的領
導層將會前往越南與當地政府商討及完成最後階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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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睡衣及家居便服產品銷售量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的銷售量輕微下跌，主要是初期疫情的不確定性，使個別客戶要求部份訂單延後交貨，致使本回
顧期間本集團的收益下跌約4.5%至約港幣270,420,000元。但於近期於全球各地疫情的不確定性已變得清晰，
客戶除要求開始付運該等延後了的訂單外，亦要求增加供貨量以滿足增長中的需求量，所以預期全年的收益將
會較以往年度錄得增長。

毛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毛利約港幣76,980,000元及平均毛利率約28.5%。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港幣71,150,000元及
平均毛利率約25.1%增加約8.2%。增長是因為產品組合的改變所致的。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其他虧損約港幣1,140,000元，而去年同期錄得其他收益
約港幣3,490,000元。本回顧期間的其他虧損主要是由於美元貶值所引致的匯兌虧損。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港幣14,79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4.5%。
減少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本期的收益由於疫情問題下跌，致使運輸及進出口費用減少。同時，受惠於中國的國家
輔助政策，部份社會保險的企業供付部份獲得豁免，致使本期的相關費用亦有所減少。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行政開支約港幣23,400,000元，較去年同期的約港幣
24,270,000元輕微下跌，主要是由於上述的國家輔助政策抵銷了本公司上市後增加的專業費用，而且本集團執
行了若干成本控制措施亦進一步減少整體行政開支。

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財務費用為約港幣3,420,000元，與去年同期的約港幣
3,200,000元相若。隨著本集團大部份的銀行借款已於二零二零年之上半年償還，預期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的財務
費用將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有明顯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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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港幣30,050,000元，較去年同期的約港幣
11,770,000元有所增加。淨利潤的增加主要是因為去年同期確認了約港幣10,950,000元的上市費用而本期並沒
有相關費用，而且隨著產品組合的持續改變，致使本期的利潤增加了約港幣5,830,000元。

前景

2019冠狀病毒的疫情使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及工作模式有所改變，居家工作變得普遍，而且會儘量減少外出，
這均促使家居便服及睡衣產品的需求增加。同時，因我們的客戶於疫情期間仍保持營運，加上他們涉足多元化
的產品，所以他們更有能力把握市場上多間大型的服飾零售商倒閉而釋出的大量市場空間。因此，預期於二零
二零年的整體訂單量不單會回復至正常的水平，並將錄得令人鼓舞的增幅，而往後更可能獲得快速的增長。

同時，本集團亦會把握機會，積極對現有廠房進行整改及設備升級，並致力落實招股章程中提及的橫向及縱向
發展計劃，以待疫情過去經濟及社會環境復甦時，能搶先把握當中的機遇，為本集團及所有股東提供更好的回
報。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約港幣344,93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61,900,000元），流動負債為約港幣213,08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24,870,000元）。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約為1.62，而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61。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約港幣112,68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31,750,000元），其中分別約79.9%、12.8%、7.0%、0.2%及0.1%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加元及柬埔寨里爾。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尚未償還銀行貸款為約港幣19,50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
幣111,770,000元），為由香港的銀行發放及以美元為單位。銀行計息之年利率介乎1.80%至1.81%（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40%至6.18%）不等，其中並無按固定利率計息。本集團之若干資產已作抵押以取得若干銀
行融資額度，其賬面淨值約為港幣120,42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77,750,000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按銀行借款佔股東權益之百分比計算）為約6.3%，而於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約35.4%。

由於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在香港及中國境內進行，而現有之財務資源包括手頭現金及銀行借款主要是港幣、人民
幣及美元，故此匯率波動對本集團業務之影響較低。

本集團擬以其經營收益、內部資源及銀行信貸所得款項結餘撥付其經營及投資活動。本公司董事(「董事」)相信，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健，並具備足夠資源應付其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所需。本集團對大部分港幣銀行存款或營
運附屬公司之當地貨幣銀行存款採取保守庫務政策，藉此減低外匯風險。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
無採用其他外匯協議、利率掉期、貨幣掉期或其他財務衍生工具以作對沖之用。



捷 隆 控 股 有 限 公 司5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柬埔寨聘用1,880名職員及工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107名）。本集團根據員工表現及經驗釐定員工薪酬，管理層亦會定期檢討員工薪酬制度。其他員工福利包括
醫療保險、退休計劃、適當培訓計劃及認股權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在扣除所有相關上市費用及佣金後，於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港幣60,80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已動用的金額及未動用款項的預期使用時間如下：

預期所得款項淨額中未動用款項的 
預期使用時間（附註）

分配額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已動用的金額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未動用的金額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現有河南廠房的進一步發展 45.1 4.2 40.9 5.8 35.1
越南新廠房 13.8 – 13.8 3.8 10.0
營運資金 1.9 – 1.9 – 1.9      

總計 60.8 4.2 56.6 9.6 47.0      

附註：  所得款項淨額中未動用款項的預期使用時間基於本集團對未來市況所作最佳估計，會隨現行及未來市況的發展而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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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沒有重大收購及出售。

重大投資及未來對重大投資和股本資產之計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除於招股章程中標題為「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所披露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投資
或股本資產之計劃。

結算期後事項

除以上及本報告所述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後，概無發生可能會對本集團未來營運之資產及負債構成重
大影響之結算期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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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和主要行政人員之本公司股份(「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其各自之關連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
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
或視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姓名 利益形式
所持普通股股數 

（附註1)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談國培先生（「談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2） 838,076,505 (L) 67.1%

楊淑歡女士（「談太太」） 配偶的家族權益（附註3） 838,076,505 (L) 67.1%

附註：

(1) 字母「L」指該名人士於股份中的好倉。

(2) Strategic King Holdings Limited（「Strategic King」）由談先生持有90%股權及由談太太持有10%股權。談先生控制Strategic 

King超過三分之一的投票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Strategic King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談太太為談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談先生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述者外，概無任何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或任何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於本公司、其任何控股
公司、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保存
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標準守則或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主要股東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以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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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及淡倉：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股數 

（附註1)
概約持股或應佔 
股份之百分比(%)

Strategic King 實益擁有人（附註2) 838,076,505 (L) 67.1%

附註：

1. 字母「L」指該名人士於股份中的好倉。

2. Strategic King由談先生持有90%股權及由談太太持有10%股權。談先生及其配偶談太太控制Strategic King超過三分之一
的投票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Strategic King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
及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予以披露之權益或
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
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或任何其他主要股東而其權益或淡倉已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
保存之登記冊內。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七日採納了認股權計劃（「認股權計劃」）。認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的概要已於招股章
程中披露。

截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根據認股權計劃可以發行125,000,000股股份，代表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
本的10%。截至本中期報告日期，並無授出或同意授出認股權。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
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取利益。

買入、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競爭利益

於本回顧期內，本公司概無董事或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
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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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交易、安排或合約之權益

除與各董事訂立的服務合同及聘書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於回顧年度末或年內任何時間仍
然生效而董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之重大合約。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個別查
詢，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有相關規定。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
條文（「企業管治守則」），惟以下偏離事項除外：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然而，本公司的主席及
行政總裁並無分開，談國培先生目前身兼兩職。董事相信，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歸於同一職位能確保本集團
擁有一致的領導，並使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規劃更為有效及高效。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認為，目前的安排不
會損害權力及權限的平衡，而此架構將使本公司可即時及有效作出及實施決策。董事會將於適當時候在考慮本
集團的整體情況後檢討及考慮分開董事會主席與本公司行政總裁的職務。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從公開途徑取得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及於發佈本
中期報告前一直維持上市規則規定之足夠公眾持股量。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同期：無）。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監察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完整性及審視財務匯報程式及內部監控系統。現時，審核
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子璘先生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呂浩明先生及胡振輝先生。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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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以考慮本公司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現時，薪酬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
呂浩明先生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談國培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子璘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提名委員會，以協助董事會對本公司的董事提名常規實行整體管理。現時，提名委員會由執行董
事談國培先生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振輝先生及羅子璘先生。

承董事會命
捷隆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談國培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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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董事會欣然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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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連同過往期間之比較數
字一併列示。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270,423 283,103
銷售成本 (193,443) (211,957)    

毛利 76,980 71,146
其他收入 1,387 794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1,144) 3,49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4,791) (17,293)
行政開支 (23,404) (24,270)
財務成本 (3,419) (3,147)
上市開支 – (10,952)    

除稅前溢利 35,609 19,769
所得稅開支 4 (5,963) (7,123)    

期內溢利 5 29,646 12,646    

除所得稅後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8,754) 8,667    

除所得稅後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8,754) 8,667    

除所得稅後期內總全面收益 20,892 21,313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30,047 11,772
— 非控股權益 (401) 874    

29,646 12,646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總全面收益╱（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21,614 19,991
— 非控股權益 (722) 1,322    

20,892 21,313    

股息 6 – –
    

每股盈利 7
— 基本（港仙） 2.40 1.30    

— 攤薄（港仙） 2.4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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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46,848 148,671
使用權資產 49,693 52,37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163 1,380
租賃按金 1,835 1,475
遞延稅項資產 4,116 2,880    

202,655 206,776    

流動資產
存貨 139,060 114,56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50,059 87,67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貿易應收款項 43,139 27,90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2,676 131,750    

344,934 361,900    

流動負債
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77,529 104,706
租賃負債 2,259 2,264
銀行借款 19,500 111,220
應付稅項 13,791 6,680    

213,079 224,870        

流動資產淨值 131,855 137,03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4,510 343,80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 549
租賃負債 2,202 3,341    

2,202 3,890        

資產淨值 332,308 339,9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12,500 12,500
儲備 295,716 302,60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08,216 315,102
非控股權益 24,092 24,814    

總權益額 332,308 33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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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計） 83 30,405 767 7,448 (11,405) 129,120 156,418 43,100 199,518

期內溢利 – – – – – 11,772 11,772 874 12,646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8,219 – 8,219 448 8,667          

期內總總全面收益 – – – – 8,219 11,772 19,991 1,322 21,313          

重組 (83) (9,796) – 13,494 (766) 17,686 20,535 (20,535) –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 20,609 767 20,942 (3,952) 158,578 196,944 23,887 220,83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計） 12,500 113,535 942 20,942 (16,851) 184,034 315,102 24,814 339,916

期內溢利 – – – – – 30,047 30,047 (401) 29,646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8,433) – (8,433) (321) (8,754)          

期內總總全面（虧損）╱收益 – – – – (8,433) 30,047 21,614 (722) 20,892          

股息 – – – – – (28,500) (28,500) – (28,50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12,500 113,535 942 20,942 (25,284) 185,581 308,216 24,092 33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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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88,278 30,058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5,088) (1,363)
提取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6,382
其他投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流 494 1,984   

投資活動（所耗）╱所得之現金淨額 (4,594) 7,003   

融資活動
償還銀行借款 (111,769) (23,778)
新籌得銀行借款 19,500 107,259
向股東還款 – (107,529)
向最終控股公司還款 – (13,170)
其他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流 (10,744) (7,502)   

投資活動所耗之現金淨額 (103,013) (44,720)   

銀行結餘及現金減少淨額 (19,329) (7,659)

於一月一日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131,750 27,120

匯率變動之影響 255 98   

於六月三十日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112,676 1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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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審閱中期業績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作出審閱。

2. 編製基準

本綜合中期財務業績是根據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綜合中期財務業績包括綜合財務業績及經選擇的說明附註。附註包括對瞭解本集團自發佈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
起的財務狀況及業績變動而言屬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說明。本綜合中期財務業績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所有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全套財務報表所需的資料。

載列於本綜合中期財務業績中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作為過往所呈報的資料）並
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惟該等資料是源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法定財務報表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可供查閱。核數師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發表對該財務報表作出無保留意見的
報告。

編製本綜合中期業績公佈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惟採納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準則、經修訂準則及詮釋除外。採納此等準則、經修訂
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營運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收益指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來自睡衣產品、家居便服產品、坯布製造及銷售以及
加工服務的收益。

本集團有一個呈報分部，為基於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身兼營運附屬公司的董事之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
呈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即本集團的綜合業績的資料）。因此，本集團僅有一個呈報分部。由於並無定期向主要營
運決策者提供分部資產或分部負債分析，故無呈列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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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產品（睡衣產品、家居便服產品及坯布） 268,995 282,950

加工服務 1,428 153   

270,423 283,103   

收益確認時間
於個別時間點 268,995 282,950

隨著時間 1,428 153   

270,423 283,103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睡衣產品、家居便服產品及坯布製造及銷售以及加工服務的所有
履約責任為期一年或以下。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准許，於各報告期末分配至未履行履約責任的交易價格並無
披露。

 地區資料

本集團自外來客戶的收益的資料按客戶地點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美國 207,744 179,720

英國 19,035 48,820

愛爾蘭 21,211 33,235

西班牙 4,792 12,065

中國 5,086 5,571

加拿大 11,989 3,692

柬埔寨 566 –   

270,423 28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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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地區資料（續）

本集團按其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非流動資產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中國 158,005 160,417

香港 33,082 33,729

柬埔寨 7,452 9,750   

198,539 203,896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並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佔本集團收益10%以上的客戶之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206,773 177,334

客戶B 45,606 86,440   

4. 所得稅開支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所示的所得稅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6,824 5,911

中國企業所得稅 376 833

柬埔寨所得稅 – 406   

7,200 7,150

遞延稅項 (1,237) (27)   

5,963 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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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續）

 (a) 開曼群島

本公司為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因此獲豁免開曼群島之所得稅。

 (b) 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法團為根據英屬處女群島之公司法獲豁免之有限責任公司，因此獲豁免英屬處女群
島之所得稅。

 (c) 香港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為按期內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d) 中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執行規定，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的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細則，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就向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控股公司分派中國附
屬公司賺取的溢利須按5%之稅率繳納中國預扣稅。

 (e) 柬埔寨所得稅

根據相關柬埔寨法律及法規，柬埔寨附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的稅率為20%。

5.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已計算下列各項：
其他員工成本：

— 薪金及其他福利 36,010 46,14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79 1,836   

36,389 47,97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5,902 6,935

使用權資產折舊 1,768 1,648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76,090 184,325

有關短期租賃的開支 212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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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宣派了每股港幣0.0228元或合共約港幣28,500,000元股息，作為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概無派付或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 30,047 11,772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50,000 906,190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一致。

8. 物業、機器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共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約港幣6,310,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港幣3,870,000元）。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6,764 32,594
涉及保理貿易應收款項的其他應收款項 11,567 22,063
預付款項 3,832 4,562
向進出口公司預付款項 22,375 25,420
已付按金 1,533 209
可收回稅項 3,030 1,853
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958 974   

50,059 87,675   

本集團為其貿易應收款項提供0天至120天之信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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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於各報告期末，按交付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6,481 28,724

31至60天 283 3,045

61至90天 – 407

90天以上 – 418   

6,764 32,594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84,541 39,928

進出口公司的預付款項及購買應付款項 22,795 12,671

應計開支 26,569 31,409

應計發行成本 – 6,013

其他應付稅金 450 5,17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1,135 1,643

應付股息 28,500 –

其他應付款項 13,539 7,868   

177,529 104,706   

於各報告期末，按貨品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78,613 34,722

31至60天 3,952 4,846

61至90天 1,126 –

90天以上 850 360   

84,541 39,928   

購買貨品的信貨期為發出發票後0至90天。



中 期 報 告 2020 2222中 期 報 告 2020

11.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幣千元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38,000,000 380

發行普通股（附註(a)） 49,962,000,000 499,620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 –

發行股份（附註(b)） 11,946 –

根據資本化發行的股份（附註(c)） 937,488,053 9,375

根據全球發售發行的股份（附註(c)） 312,500,000 3,125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1,250,000,000 12,500   

附註：

(a) 根據所有股東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七通過之一項決議案，本公司通過增設額外49,962,000,000股股份以將本公司
之法定股本由港幣380,000元增至港幣500,000,000元。

(b)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10,679股及1,267股已分別發行及分配予Strategic King及凱威海外有限公司（「凱威
海外」）的少數股東，代價為轉讓凱威海外的所有股權予本公司。

(c) 緊接全球發售成為無條件及發行發售股份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增至港幣12,500,000元共1,250,000,000股，
所有均為已全額繳足或按全額繳足入賬。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據所有股東通過的書面決議案，待股份溢價賬因全球發售而獲進賬後，董事獲授權
將已計入本公司股份溢價賬進賬額港幣9,375,000元撥充資本，方式為將有關款項用作按面值繳足937,488,053股
股份，配發及發行予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12. 資本承擔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於期╱年內作出撥備的資本開支 679 1,885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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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執行董事

談國培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淑歡女士
蘇禮木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子璘先生
呂浩明先生
胡振輝先生

公司秘書

傅天忠先生

授權代表

談國培先生
傅天忠先生

審核委員會

羅子璘先生（主席）
呂浩明先生
胡振輝先生

薪酬委員會

呂浩明先生（主席）
談國培先生
羅子璘先生

提名委員會

談國培先生（主席）
羅子璘先生
胡振輝先生

網站

www.justinallengroup.com

股份代號

1425

上市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核數師

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畢打街11號
置地廣場
告羅士打大廈31樓

香港法律顧問

程偉賓律師事務所
香港
皇后大道中15號
置地廣場
公爵大廈20樓2010室

合規顧問

國泰君安融資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181號
新紀元廣場低座27樓

股份登記總處及過戶處

Ogier Global (Cayman) Limited
89 Nexus Way
Camana Bay
Grand Cayman KY1-9009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12–1716室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香港
皇后大道中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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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註冊辦事處

Ogier Global (Cayman) Limited
89 Nexus Way
Camana Bay
Grand Cayman KY1-9009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辦事處

香港
長沙灣
青山道483A號
卓匯中心3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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