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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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為906,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879,800,000港元） 

 

– 毛利為122,4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18,300,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9,1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7,500,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10.25港仙（二零一九年：9.68港仙） 

 

– 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二零一九年：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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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信

佳」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906,039 879,773 
    
銷售成本 5 (783,610) (761,456) 

    

毛利  122,429 118,317 

    
其他收入  4,676 1,693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4 (3,597) 5,770 

分銷及銷售費用 5 (28,857) (29,112) 

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5 (57,283) (64,273)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 (296) 

    

經營溢利  37,368 32,099 

    

融資收入 6 978 1,195 

融資成本 6 (1,195) (2,694) 

    

融資成本－淨額  (217) (1,49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988)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163 30,600 

    
所得稅開支 7 (4,838) (3,267) 

    

期內溢利  29,325 27,333 

     

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9,062 27,452 

非控制性權益  263 (119) 

    

  29,325 27,333 

    

期內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8 10.25 9.68 

    

－攤薄（港仙） 8 10.25 9.68 

    

股息 9 17,009 1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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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29,325 27,333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所產生匯兌差額 (377) (4,086)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記入其他全面收入╱（虧損）之股權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354 (904)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23) (4,99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9,302 22,343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9,039 22,462 

非控制性權益 263 (119) 

   

 29,302 2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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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0,776 225,266 

使用權資產  96,987 76,458 

商譽  3,949 3,94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823 25,311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6,919 6,919 

按公平值記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財務資產  5,620 5,266 

貸款應收款項  – 266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7,800 8,5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71 1,314 

非流動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4,603 13,897 

     

  373,748 367,146 

     

流動資產    

存貨  284,772 259,70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89,128 240,221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23 43 

貸款應收款項  – 1,80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585 5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7,051 128,459 

    

  811,659 630,816 
    

    

資產總值  1,185,407 997,96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834 5,112 

遞延所得稅負債  410 426 

    

  4,244 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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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19,187 186,779 

合約負債  16,003 19,360 

應付所得稅  11,831 7,889 

租賃負債  5,519 5,805 

銀行借貸  100,150 67,750 

    

  452,690 287,583 
    

    

負債總額  456,934 293,121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股本  28,349 28,349 

其他儲備  84,097 84,810 

保留盈利  614,912 590,830 

    

  727,358 703,989 

非控制性權益  1,115 852 

    

權益總額  728,473 704,841 
    

    

權益及負債總額  1,185,407 997,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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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誠如該等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

述）一致，惟中期期間的所得稅乃使用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及採用下文所載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除外。 

 

(a) 本集團採納之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及經修訂框架 

 

以下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及經修訂框架乃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執行，且目前與本集團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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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框架 財務報告之經修訂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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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採納該等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及經修訂框架對編制本集團會計政策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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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尚未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 

 

下列新訂會計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已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頒佈但尚未生效，且未獲本集團

提前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 

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年度改進項目（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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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或注入 

 

待定  

 

預期上述新訂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本概不會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被認定為作出策略決定之執行董事（統稱「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審閱本集團內部報

告以評估表現和分配資源並基於實體財務資料作出相關決策。 

 

本集團有兩個可呈報分類： 

 

電子產品   － 開發、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 製造及分銷寵物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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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報分類向主要營運決策人提供之分類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來客戶收益 722,615 183,424 – 906,039 

分類間收益 120,751 83,449 (204,200) – 

     

 843,366 266,873 (204,200) 906,039 

     

分類業績 32,617 12,187  44,804 

     
分類業績與期內溢利對賬如下： 

 

分類業績    44,804 

未分配開支 – 淨額    (8,515) 

其他收入    4,676 

其他虧損 – 淨額    (3,597) 

     

經營溢利    37,368 

融資收入    978 

融資成本    (1,19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988)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163 

所得稅開支    (4,838) 

     

期內溢利    29,325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435 167 849 16,451 

使用權資產折舊 2,674 346 1,089 4,109 

添置非流動資產（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     

之權益、財務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 34,657 83 3,760 3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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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來客戶收益 740,302 139,471 – 879,773 

分類間收益 91,215 51,326 (142,541) – 

     

 831,517 190,797 (142,541) 879,773 

     

分類業績 36,864 9,910  46,774 

     
分類業績與期內溢利對賬如下： 

     

分類業績    46,774 

未分配開支 – 淨額    (22,138) 

其他收入    1,693 

其他收益 – 淨額    5,770 

     

經營溢利    32,099 

融資收入    1,195 

融資成本    (2,694) 

     

除所得稅前溢利    30,600 

所得稅開支    (3,267) 

     

期內溢利    27,333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214 427 388 16,029 

使用權資產折舊 1,525 174 472 2,171 

無形資產攤銷 – – 631 631 

添置非流動資產（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     

業之權益、財務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 20,937 1,912 3,277 2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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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分類資產及分類負債與總資產及總負債之對賬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947,490 107,132 1,054,622 

未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623 

使用權資產   46,72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823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6,91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7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8,385 

可收回所得稅   126 

其他投資   5,74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28 

其他未分配資產   7,343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所示資產總值   1,185,407 

    
分類負債 291,569 46,235 337,804 

未分配：    

銀行借貸   100,150 

租賃負債   1,620 

遞延所得稅負債   410 

應付所得稅   11,831 

其他未分配負債   5,119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所示負債總額   45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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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808,629 30,695 839,324 

未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945 

使用權資產   47,82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311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6,91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31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9,085 

貸款應收款項   2,066 

可收回所得稅   620 

其他投資   5,30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319 

其他未分配資產   9,925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示資產總值   997,962 

    
分類負債 161,231 2,794 164,025 

未分配：    

銀行借貸   67,750 

租賃負債    2,314 

遞延所得稅負債   426 

應付貿易賬款   31,603 

應付所得稅   7,889 

其他未分配負債   19,114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示負債總額   293,121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按目的地國家或地區劃分之外來客戶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477,113 435,920 

台灣 113,701 63,703 

日本 84,396 91,30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71,220 66,108 

德國 49,593 31,613 

澳洲 40,319 56,369 

英國 34,100 43,023 

法國 23,098 69,194 

其他 12,499 22,537 

   

 906,039 87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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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以及於一間合營企

業之權益）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56,766 67,539 

中國內地 235,937 242,649 

越南 39,189 14,803 

其他 43 111 

   

 331,935 325,102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外部收益約261,78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23,056,000港元）源自兩名（二零

一九年：兩名）主要客戶，佔本集團收益10%（二零一九年：10%）以上。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概無其他客戶個別佔本集團收益10%以上。 

 

4.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一間合營企業出售一項土地使用權之收益 – 3,828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80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677) 1,942 

   

其他（虧損）╱收益總額－淨額 (3,597) 5,770 

     
5.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分銷及銷售費用以及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之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成本 676,985 654,76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451 16,029 

使用權資產折舊 4,109 2,171 

無形資產攤銷 – 631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03,445 127,246 

其他開支 68,760 54,003 

   
銷售成本、分銷及銷售費用以及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總額 869,750 854,841 

     



-13- 
 

6. 融資收入及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下列各方之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35 175 

－自客户收取逾期利息 892 537 

－其他 51 483 

   
融資收入 978 1,195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925) (2,546) 

租賃負債之實際利息攤銷 (270) (148) 

    
融資成本 (1,195) (2,694) 

    

    
融資成本－淨額 (217) (1,499) 

     

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以稅率16.5%（二零一九年：16.5%）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按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

現行稅率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4,811 2,425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有關之遞延所得稅 27 842 

   

 4,838 3,267 

     

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9,062 27,452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83,490 283,49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0.25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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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於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已轉換的情況下透過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本公

司有一類潛在攤薄普通股，即向僱員授出之購股權。就購股權而言，有關計算乃按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之金

錢價值來釐定可按公平值（以本公司股份平均市價計算）購入之股份數目。以上述方法計算之股份數目將與假設

購股權獲行使並已發行之股份數目比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9,062 27,452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83,490 283,490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10.25 9.68 

     
9.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6.0港仙（二零一九年：6.0港仙） 17,009 17,009 

     
 

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期間之股息5,67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7,009,000港元）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

十五日派付。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已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二零一九年：每股6.0港仙），並須於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之前派付予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本中期股息為17,009,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17,009,000港元）尚未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內確認為一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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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淨額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333,751 146,921 

31至60日 15,011 24,193 

61至90日 3,602 8,849 

91至180日 4,664 6,463 

超過180日 8,880 5,579 

   

 365,908 192,005 

減：虧損撥備 (7,125) (8,698)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358,783 183,307 

預付賣方款項 11,138 38,262 

預付廠房及設備款項  1,852 4,177 

其他預付款項 2,014 4,869 

使用權資產按金 – 6,970 

租金及其他按金 2,976 3,042 

應收增值稅 6,269 3,778 

可收回所得稅 126 620 

其他應收款項 10,573 9,093 

   

 393,731 254,118 

減：非流動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603) (13,89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即期部分 389,128 240,221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所有應收貿易賬款須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30日之信貸期。 

 



-16-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65,491 105,280 

31至60日 15,534 28,330 

61至90日 1,123 11,520 

91至180日 1,482 7,423 

超過180日 909 1,793 

   
應付貿易賬款 284,539 154,346 

應付薪金及員工福利 15,953 12,540 

應計費用 1,670 5,071 

其他 17,025 14,822 

   
總額 319,187 186,779 

     
 

  



-17- 
 

主席報告 

 

回顧期內，儘管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爆發為全球營商環境帶來嚴峻挑戰。惟危中有機，

疫情下洐生出一系列「宅在家」需求，本集團部分產品因而受惠，整體業務亦重回正軌。有賴信佳多元

產品組合，以及在「疫」境下繼續研發新產品及佈局越南生產據點的努力，令本集團得以靈活應對挑戰，

使期內營業額按年微增，與上一個財年的下半年相比增幅更為顯著。 

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3.0%至906,000,000港元（二零一九╱二零年上半年：879,800,000港元）。毛利增

加3.5%至122,400,000港元（二零一九╱二零年上半年：118,300,000港元）。毛利率為13.5%（二零一九

╱二零年上半年：13.4%）。毛利率回升，主要由於在收入增加的同時，越南的產能同步提升，加上有

效的成本控制措施，令成本效益彰顯。股東應佔溢利為29,100,000港元（二零一九╱二零年上半年：

27,500,000港元）。純利率為3.2%（二零一九╱二零年上半年：3.1%）。每股基本盈利為10.25港仙（二

零一九╱二零年上半年：9.68港仙）。 

業務回顧 

 

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為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在回顧期內繼續帶來穩定收益。期內銷售額為722,600,000港元（二零一

九╱二零年上半年：740,300,000港元），按年減少2.4%，佔總銷售額79.8%。 

COVID-19掀起在家遙距工作及學習的熱潮，惠及本集團的專業音響器材銷售，當中以無線麥克風的訂

單增長尤為顯著。疫情下令消費者留在家居時間較以往長，針對娛樂的專業音響器材需求亦有明顯增幅。

預料該熱潮將能延續，相關電子產品的需求將拾級而上。此外，專業音響器材客戶群包括多名業務夥伴，

本集團相信有助建立更健康的收入組合。 

其他產品方面，隨著客戶逐漸適應疫情下的新常態，早前延遲的訂單亦陸續恢復。雖然仍有部份產品訂

單受疫情影響而有所延期，但部分已計劃於下半年恢復出貨，期望可帶動業務回復更佳表現。 

寵物業務 

 

寵物業務期內的銷售額為183,400,000港元（二零一九╱二零年上半年：139,500,000港元），按年增加31.5%，

佔總銷售額20.2%。此分部收入增加，主要由於寵物培訓器材客戶於疫情下銷售仍然繼續保持增長及為

滿足疫情下寵物相關用品陡增的趨勢故於本財年上半年補充存貨。 

寵物糧食方面，隨著產自比利時的自家寵糧品牌「Brabanconne爸媽寵」在二零一九年底恢復進口中國，

以及本集團靈活安排線上市場推廣活動，提高自家寵糧的品牌知名度，因此於中港兩地的寵糧業務均錄

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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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二一年將至，縱然全球疫情未完全受控，環球經濟仍面對各種挑戰，但市場正逐漸適應後疫情時期

的新常態。經過COVID-19一役，客戶更重視多區域市場及產能佈局以分散風險。憑藉信佳一直多元業

務發展策略及多區域產能佈局，本集團得以抵禦市場風浪，保持業務穩健發展，同時把握後疫情時代的

新機遇。 

現時尚有部份客戶的訂單及合作計劃受疫情影響而延遲，部分已計劃於下半年重啟，將可帶動業務回復

增長。為配合客戶在經濟復甦時能即時推出新產品以迎接反彈的需求，本集團在疫情下仍堅持為客戶研

發創新產品。值得鼓舞的是，相關努力已開始收獲成果，研發項目在疫情下顯著增加，並獲客戶青睞，

包括專業音響及與智能個人護理產品客戶新開發的髮型造型產品，有望為本集團帶來更大的利潤增長空

間，再次印證信佳轉型至解決方案供應商的決定正確。 

而在眾多市場之中，中國是疫情最快受控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疫情後經濟恢復較快的市場。本集團看

好內地市場發展空間，因此於過去半年加大市場拓展力度，逐步提高國內訂單的市場份額，有助抵禦疫

情對業務的影響之餘，同時擴大客戶基礎和使市場分佈更均衡健康，提升抗風險能力。 

有見受中美貿易戰影響的美國業務夥伴、其他現有和新客戶對越南更具成本效益生產的需求持續殷切，

本集團正於越南北寧省桂武三工業區工業園內建設超過三萬平方米的新廠房，預計於二零二一年投入運

作，同樣會以高度自動化方式營運。新廠房建成後，本集團可進一步資本化當地業務，以降低生產成本。

而部分生產遷往越南後，東莞廠房騰空出來的產能可支援本集團拓展國內業務的計劃，以把握中國內循

環政策的機遇。本集團將同步提升中越兩地廠房的營運效率，以創造更高效益。 

寵物業務方面，為把握中國寵物食用品市場的龐大商機，本集團的國產寵糧品牌「趣味日記」已於十一

月初在國內最大電商平台開業，正好趕上疫情爆發後首個「雙十一」購物節的列車，反應熱烈，顯示國

內市場對優質寵糧的需求殷切。未來，本集團會加強線上推廣，以提升新品牌的知名度。此外，在家遙

距工作的新常態亦變相增加人與寵物的相處時間，刺激寵物相關用品的需求，預計將繼續惠及本集團的

寵物業務。 

至於本集團夥拍廣東富川投資有限公司共同開發的惠州房地產項目受疫情影響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及三

月略為延遲，然而現時已恢復正常，正進行地基工程。該項目如有新發展，本集團將適時公佈。管理層

深信機遇與挑戰並存，並對業務表現能夠於不久將來回復疫情前水平保持信心，同時希望引領本集團把

握「疫後新常態」所帶來的商機，帶領信佳再攀業務高峰，為客戶及股東締造長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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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811,7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630,800,000港元）及約為452,7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87,600,000港元）。於二

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流動資金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1.79倍，而於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為2.19倍。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資源及其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為業務經營提供資金。本集團所動用

銀行信貸包括循環貸款、透支、租賃及定期貸款，主要按浮動利率計息。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

集團維持現金及銀行結餘於約137,1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28,500,000港元），現金及

銀行結餘增加主要由於發展越南生產設備的新增長期銀行貸款所致。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

銀行借貸為100,2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67,800,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按銀行借

貸總額除以總權益之百分比表示）為13.8%（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9.6%）。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

十日，本集團能夠維持現金結餘淨額（按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減去銀行借貸總額計算）為36,900,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60,700,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及負債總額分別為約1,185,4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998,000,000港元）及456,9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93,100,000港元）。於二

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為約0.39倍，而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

十一日則為約0.29倍。 

本集團資產淨值由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704,8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的

728,500,000港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期內溢利所致。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透支、貸款及貿易融資向其主要往來銀行取得銀行信貸總額約

812,4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785,800,000港元），而未動用的信貸額則為694,300,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693,800,000港元）。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以人民幣、港元、美元及越南盾計值，故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幣風險。由於港

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主要就人民幣及越南盾面臨外幣風險。本集團監察外幣風險，並將適時使用遠期

外匯合約以對沖日常業務中的外匯風險。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以對沖外幣風險。本集團之政策為不作投機性

的衍生工具交易。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

產，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有資本承擔5,7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5,700,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向銀行作出以取得授予附屬公司的借款的公司擔保為100,200,000港元（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67,800,000港元），而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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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2,720名僱員，其中92名長駐香港及澳門，其餘主要長駐中國內

地及越南。薪酬政策參考現行法例、市況及個人與公司表現定期作出檢討。除薪金及其他一般福利（如

年假、醫療保險及各類強制性退休金計劃）外，本集團亦提供教育資助津貼、酌情表現花紅及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 

 

除與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外，本公司於整個期間一直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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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根據守則之

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須有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

無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現時由吳自豪博士身兼兩職。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

之職位可貫徹本集團之強勢領導，發展及執行長遠業務策略。本集團將於日後定期檢討此安排是否有效，

並於其認為適當時考慮委任個別人士擔任行政總裁。 

 

遵守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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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常規，並討論（其中包括）風險管理及內部

控制系統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向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二零一九年：6.0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或之前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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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該

日將不會辦理本公司任何股份過戶事宜。為符合資格獲發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及

轉讓表格，須不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以辦理登記。 

 

於聯交所網站刊載中期業績 

 

上市規則規定之本公司所有財務及其他相關資料，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suga.com.hk)刊載。中期報告將寄交股東，並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吳自豪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吳自豪博士、馬逢安先生及吳民卓博士；非執行董事李錦雄先
生及陸永青教授；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宇銘先生、陳杰宏先生及張念坤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