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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欣然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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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連同上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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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與客戶簽訂合約的收入 420,382 603,882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37,403 59,662  

(3) 457,785 663,544
銷售成本 (383,494) (549,409)  

毛利 74,291 114,135
其他收入及收益 21,948 16,711
銷售及分銷費用 (10,109) (19,840)
行政費用 (31,524) (36,571)
其他費用 (11,209) (6,491)
融資成本 (1,415) (4,724)  

除稅前溢利 (4) 41,982 63,220
所得稅費用 (5) (4,471) (6,377)  

期內溢利 37,511 5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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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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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6,484 55,761
非控股權益 1,027 1,082  

期內溢利 37,511 56,843
  

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2.39 3.65

  

攤薄 2.39 3.65
  

每股中期股息 1.80 2.60
  

本期已派發及擬派發股息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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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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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37,511 56,843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34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其他全面收入淨額 – 34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其他全面收入：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投資的公平值變動 (11,337) 53,102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其他全面收入╱（虧損）淨額 (11,337) 53,10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稅後淨額 (11,337) 53,13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6,174 109,979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5,147 108,909
非控股權益 1,027 1,070  

26,174 10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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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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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投資 589,683 810,835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投資 339,076 349,977
其他非流動資產 57,473 60,036  

非流動資產總值 986,232 1,220,848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130,601 166,411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投資 37,671 225,744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投資 – 448,750
已抵押存款 16,982 17,086
現金及現金等額 1,612,199 734,736
其他流動資產 224,966 198,372  

流動資產總值 2,022,419 1,791,09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114,329 149,675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199,400 214,386
計息銀行借款 16,456 16,456
其他流動負債 144,430 68,939  

流動負債總值 474,615 449,456  

流動資產淨值 1,547,804 1,341,64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34,036 2,56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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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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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27,349 30,015  

非流動負債總值 27,349 30,015  

資產淨值 2,506,687 2,532,476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10) 152,834 152,834
儲備 2,335,476 2,362,292  

2,488,310 2,515,126
非控股權益 18,377 17,350  

權益總值 2,506,687 2,53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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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 屬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股本 股本溢價 庫存股 其他儲備 滾存溢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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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52,834 733,815 – 390,673 1,237,804 2,515,126 17,350 2,532,476
期內溢利 – – – – 36,484 36,484 1,027 37,511
其他全面虧損 – – – (11,337) – (11,337) – (11,337)        

全面收入總額 – – – (11,337) 36,484 25,147 1,027 26,174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

投資出售收益轉移至滾存溢利 – – – (607) 607 – – –
支付股息 – – – – (51,963) (51,963) – (51,963)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52,834 733,815 – 378,729 1,222,932 2,488,310 18,377 2,506,687
        

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 屬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股本 股本溢價 庫存股 其他儲備 滾存溢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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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52,876 734,139 (172) 338,741 1,218,705 2,444,289 21,032 2,465,321
期內溢利 – – – – 55,761 55,761 1,082 56,843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 – – 53,148 – 53,148 (12) 53,136        

全面收入總額 – – – 53,148 55,761 108,909 1,070 109,979
非控股股東出資 – – – – – – 449 449
回購股份 – – (194) – – (194) – (194)
註銷已回購股份 (42) (324) 366 – – – – –
支付股息 – – – – (51,352) (51,352) – (51,352)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52,834 733,815 – 391,889 1,223,114 2,501,652 22,551 2,52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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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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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
營運活動產生╱（所用）之現金流 63,696 (5,992)
利息支出 (1,415) (4,724)
返還╱（繳納）所得稅項 2,903 (3,961)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65,184 (14,677)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
出售或贖回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投資所得款項 410,574 73,148
出售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投資所得款項 448,314 –
增加原到期日多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1,034,903) –
其他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12,259 11,718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63,756) 84,866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
新增銀行借款 – 3,406,060
償還銀行借款 – (3,874,211)
其他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 (57,948) (37,257)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57,948) (505,408)  

現金及現金等額減少淨額 (156,520) (435,21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額 734,736 1,061,175
外幣匯率變動凈影響 (920)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額 577,296 625,956
  

現金及現金等額結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98,203 525,624
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379,093 100,332
原到期日多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1,034,903 –  

現金及現金等額呈列於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1,612,199 625,956
原到期日多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1,034,903) –  

577,296 62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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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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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中期財務報告及其他相關的香港會計準則和註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的全部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查閱。

除部分權益投資以公平值計量外，該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除另

有說明者外，該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均以港元呈列，而所有數值均已四捨五入至最接近

之千位數（「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的

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會計政策變動

編製該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除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外，其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

符。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的修訂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香港會計準則39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的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的修訂 新冠肺炎相關租金寬免（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1及香港會計準則8的修訂 重要性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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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期間應用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

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載列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已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的修訂，其授予承租人寬免而毋須考慮個別租賃合約
以釐定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致之租金寬減是否為租賃修改，並准許承租人將有關租金寬減入

賬，猶如其並非租賃修改。

該可行權宜方法僅適用於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致之租金寬減，且僅於符合以下所有條件時適

用：(i)租賃付款變動導致之經修訂租賃代價與緊接變動前之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少於有關
代價；(ii)租賃付款之任何減幅僅影響原先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之付款；(iii)租
賃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

本集團選擇採取該可行權宜方法，將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寬減入賬為負浮動租賃付款。該

應用對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的期初保留溢利並無影響。本集團於本期在損益內確認因租金減

免導致的租賃付款變動521,000港元。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準則、詮釋或修訂。

(3) 營運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和服務分為四個可報告的營運分部，業務如下：

(a) 「金融投資」分部從事財庫管理；

(b) 「出口業務」分部從事出口服裝；

(c) 「室內設計及裝修工程」分部從事室內設計及裝修工程，及家具銷售業務；和

(d) 「零售、批發、加盟及其他」分部主要包括在真維斯休閒服裝品牌領域下的香港零售業
務、國內市場批發以及海外市場的加盟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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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分部資料（續）

有關本集團可報告的營運分部資料及其相關比較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融投資 出口業務
室內設計及
裝修工程

零售、批發、
加盟及其他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源自外單位收入 37,403 90,400 313,023 16,959 457,785
其他收入及收益 3,544 822 1,265 2,287 7,918     

總計 40,947 91,222 314,288 19,246 465,703
     

分部業績 32,585 3,992 3,312 20 39,909
    

利息收入 13,402
未分配收入 628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11,470)
非租賃相關融資成本 (487) 

除稅前溢利 41,982
所得稅費用 (4,471) 

期內溢利 3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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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融投資 出口業務

室內設計及

裝修工程

零售、批發、

加盟及其他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源自外單位收入 59,662 264,463 309,973 29,446 663,5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2,728 5,668 401 2,169 10,966     

總計 62,390 270,131 310,374 31,615 674,510
     

分部業績 58,690 5,773 4,452 2,009 70,924
    

利息收入 5,433
未分配收入 312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8,725)
非租賃相關融資成本 (4,724) 

除稅前溢利 63,220
所得稅費用 (6,377) 

期內溢利 5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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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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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959 1,211
使用權資產的折舊 5,837 8,319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7 1
利息收入 (13,402) (5,433)

  

(5) 所得稅費用

在利得稅兩級制下，合資格法團的首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須按8.25%的稅率徵稅，其
後超過2,000,000港元的應課稅溢利繼續按16.5%徵稅。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根據
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管轄區域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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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香港 3,901 4,993
本期－其他地區 1,074 1,393
遞延 (504) (9)  

4,471 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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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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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派發股息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已派發末期股息 51,963 51,352
  

擬派發中期股息 27,510 39,737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計算乃根據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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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溢利： 36,484 55,761

  

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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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位 千位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期內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股數 1,528,336 1,52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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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續）

(b) 每股攤薄盈利

攤薄之每股溢利並未予列出，因本公司在呈報的兩個期間均沒有具攤薄性的潛在普通

股存在。

(8) 應收賬款

下列為於報告日按發票日期分類，並已扣減減值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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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四個月 61,940 120,913
四至六個月 60,772 19,672
超過六個月 7,889 25,826  

130,601 166,411
  

一般授予客戶15天至85天的信貸期，應收賬款是免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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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

下列為於報告日按發票日期分類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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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四個月 113,560 148,185
四至六個月 68 423
超過六個月 701 1,067  

114,329 149,675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通常於90天內償還。

(10) 股本

普通股股數 面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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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位 千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528,336 1,528,336 152,834 15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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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平值及公平值等級

於期末報告日，本集團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賬面值和公平值相若。

財務資產和負債的公平值包括雙方同意的交易協議，強迫或清算銷售除外，已採用以下方法

和假設評估公平值：

管理層評估現金及現金等額、應收賬款、包括在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流動部分的財務

資產、應付賬款、包括在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的財務負債、關連公司欠款或欠該等公司

款項、計息銀行借款及租賃負債流動部分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主要是由於此等工具於

短期內屆滿所致。

非流動部分按金之公平值，已採用有相若條款、信貸風險及剩餘期限工具的當前可用利率以

計算未來現金流量貼現值。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就計息銀行借款及租賃負債的自

身不履行風險被評定為不重大。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租

賃按金及租賃負債的非流動部分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上市權益投資的公平值基於市場報價，非上市權益投資的公平值乃運用不可觀察的輸入數據

進行估值模型估算。

公平值等級

所有以公平值確認或披露的財務工具，乃基於對公平值計量整體而言屬重大的最低層輸入數

據，而按以下公平等級分類：

第一層 － 以活躍市場上同等的資產或負債的報價（未經調整）作為基礎

第二層 － 以對公平值有重大影響，而可直接或間接觀察的最低層輸入數據，作為估

值技術的基礎

第三層 － 以對公平值有重大影響，而不可觀察的最低層輸入數據，作為估值技術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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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平值及公平值等級（續）

公平值等級（續）

按經常性基準，對以公平值確認的資產及負債而言，本集團透過於各期末報告日重新評估分

類（基於對公平值計量整體而言屬重大的最低層輸入數據）確定是否發生不同等級轉移。

以公平值計量的資產：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 
權益投資

上市權益投資 331,894 – – 331,894
非上市權益投資 – – 7,182 7,182    

331,894 – 7,182 339,076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 
權益投資

上市權益投資 791,545 – – 791,545
非上市權益投資 – – 7,182 7,182    

791,545 – 7,182 798,727
    

於本期內，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第一層及第二層之間沒有公平值計量轉移，亦沒有轉往或轉

自第三層的公平值計量（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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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平值及公平值等級（續）

公平值等級（續）

以公平值計量的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沒有以公平值計量的財務

負債。

以公平值披露的資產：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投資 581,499 – – 581,499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投資 1,036,834 – – 1,036,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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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1.80港仙（二零一九年：
2.60港仙）予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二）派付予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二）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止（首尾兩天

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獲派發上述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

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號舖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
登記處）登記。

業務回顧

在回顧的上半年度，原以為中、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將迎來較平順的發展大環境。

但在農曆新年前，新冠肺炎疫症(COVID-19)爆發，使中國內地經濟活動頓時遭到冰封，病毒
其後更蔓延至韓、日、歐、美，至今南半球疫情亦日趨嚴重。

雖然各國均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出量化寬鬆的措施，並且直接以金錢援助其國民，但經濟

仍難免陷入衰退。各國政府雖已急不及待鼓勵復工、復產，但估計仍要一段時間，經濟才可

望恢復至疫症前的水平；期間疫情更反覆地再三爆發。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交往

因封關從未曾如此大規模地受限，往來如此疏離。即使家庭成員之聚會，亦要遵守限聚令，

要保持一定距離。食肆、商場、運動場、娛樂場所均要關閉，零售業自不然受到重創。除部

份新經濟活動，可以在家居中進行外，其他商業活動均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

在如此環境下，旭日企業的業務亦受到影響，其中以成衣出口到美國尤為嚴重，銷售額下跌

了65.82%；其次就是真維斯香港零售及海外加盟業務，收入下滑了35.48%。金融投資業務
方面，因管理層在一月底前，已售出了近半的投資組合，故在隨著疫情日益嚴重而來的市場

調整中，沒有蒙受到損失，但收益卻因現金比例提高而比上年同期少了37.31%。室內設計
及裝修業務，因工程大部份是來自電訊行業，故受沖擊不算太嚴重。營業額尚能微升，但盈

利率則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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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企業銷售總額錄得457,785,000港元，比對去年同期（二零一九年：663,544,000港元）
縮減了31.01%。

基於上述原因，期內股東應佔中期溢利錄得36,48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二零一九年：
55,761,000港元）減少了34.57%。

以下為本企業在回顧的上半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457,785 663,544 ↓31.01%
其中：

A. 金融投資收入 37,403 59,662 ↓37.31%
B. 出口銷售總額 90,400 264,463 ↓65.82%
C. 室內設計及裝修工程 313,023 309,973 ↑0.98%
D. 香港零售及海外加盟及批發收入 16,935 26,246 ↓35.48%

本公司股東應佔中期溢利 36,484 55,761 ↓34.57%

（單位：港仙）

中期每股盈利（基本） 2.39 3.65 ↓34.52%
中期每股股息 1.80 2.60 ↓30.77%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及準現金* 2,571,973 2,563,490 ↑0.33%

* 「淨現金及準現金」包括持有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投資、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上市權益投

資、已抵押存款、現金及現金等額，扣除計息銀行借款後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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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及物業投資業務

管理層在年初時，鑑於投資前景有較多不明朗因素，故提升了投資組合中的現金比例。

在春節前將債券投資組合，從18.28億港元減持至約11.99億港元，至五月份時，因有
部份債券到期贖回，投資組合進一步減至9.59億港元。管理層一貫以來，均沒有依賴借
貸來提高投資回報率；故在新冠肺炎肆虐下的投資市場價格大波動中，未受到沖擊。但

因投資組合中現金比例的提高，使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上半年度收益只錄得

37,40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59,662,000港元），同比下降了37.31%。

企業期初的債券組合之賬面淨值約有18.28億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企業持
有債券賬面淨值約有9.59億港元，回報率約有5.97%。

2. 出口業務

企業出口業務主要是由「洋行」及「設計中心」組成，並以美國為主要市場。期內，美國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國買家在第二季起均紛紛要求延後交貨，或直接要求取消訂

單。企業的供貨鏈雖已不在中國，亦於事無補。故在回顧的上半年度，出口額從去年同

期的264,463,000港元跌至90,400,000港元，大幅下滑了65.82%。

3. 室內設計及裝修業務

在回顧的上半年，企業的室內設計及裝修業務，在新冠肺炎影響下，營業額上仍能較去

年有輕微增長。主要原因是超過60%以上的業務工程，是來自電訊業。而電訊業是受到
政府發展政策支持及與方興未艾的5G概念業務有關，故其發展動力受影響不大。企業
為競投得他們的工程，在競爭十分熾熱的情況下，毛利率遂受壓。

今年上半年的收益有313,02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309,973,000港元），同比微升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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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零售及海外加盟及批發業務

是次疫情受創最大的是零售業，真維斯在香港零售業務，自不能例外；海外加盟業務亦

未能倖免。幸受沖擊的時段，先後間錯，故營業額下跌幅度較出口業務少，期內銷售額

錄得16,93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6,246,000港元），同比下跌35.48%。

5. 財務狀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在回顧期內，本企業財務狀況穩固。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企業有淨現金及準現

金達2,571,97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63,490,000港元）。

持有重大金融投資

本企業持有的重大投資為上市企業債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債券投資的總賬面

淨值合共為959,24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28,124,000港元），減少
了868,876,000港元；主因是年初減持債券投資及部份債券到期被贖回所致。

6.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企業之僱員總數為498人。本企業僱員之薪酬水平乃緊貼
市場平均值。此外，本企業按業績及僱員表現給予適當獎勵。

業務展望

展望下半年度的業務，新冠肺炎能否受控及中、美關係會否進一步惡化，均成為左右經濟發

展的主要因素。管理層對後市抱審慎態度，估計疫情在第三季甚至是第四季，始可望受控；

而中、美磨擦方面，只能希望雙方會理性的克制，將傷害局限於可控範圍內。若能如此，本

企業預期下半年利潤的波幅將與上半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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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局

執行董事
楊 釗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董事長）

楊 勳先生  （副董事長）

鮑仕基先生

許宗盛 銀紫荊星章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張慧儀女士

陳永根先生

楊燕芝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漢銓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鍾瑞明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陳振彬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吳永嘉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公司秘書
許少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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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證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五十二

條所置存之登記冊所載，本公司董事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7及第8分部界定）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上市規則內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必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總數
佔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

楊 釗博士 金紫荊星章 (i)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830,073,000 968,358,499 (1)及(2) 63.360
 太平紳士 (ii) 共同持有之權益 138,285,499

楊 勳先生 (i) 實益擁有人 75,000,000 1,053,453,499 (1),(2)及(3) 68.928
(ii)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830,073,000
(iii) 共同持有之權益 138,285,499
(iv) 配偶權益 10,095,000

鮑仕基先生 實益擁有人 9,370,000 9,370,000 0.613

許宗盛 銀紫荊星章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實益擁有人 6,250,000 6,250,000 0.409

張慧儀女士 (i) 實益擁有人 10,095,000 1,053,453,499 (1),(2)及(3) 68.928
(ii) 配偶權益 1,043,358,499

劉漢銓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實益擁有人 1,492,402 1,492,402 0.098

鍾瑞明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實益擁有人 408,000 408,000 0.027

附註：

(1) 622,263,000股股份是由Glorious Sun Holdings (BVI) Limited持有；另 207,810,000股股份由
Advancetex Holdings (BVI) Limited持有（而其各自全部已發行投票股本則由楊釗先生及楊勳先生分
別持有51.934%及48.066%）。

(2) 138,285,499股股份是由楊釗先生及楊勳先生共同持有。

(3) 張慧儀女士為楊勳先生之配偶。10,095,000股股份實指同為張慧儀女士所持之權益；而
830,073,000股股份實指同為楊勳先生控制之兩間公司所持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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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五十二條所

置存之登記冊所載，本公司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7及第8分部界定）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中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必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採納了購股權計劃，除經修訂或終止外，該計劃將由採納起計

十年內有效。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任何購股權根據該計劃獲授出或行使。於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該計劃項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詳情，已於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度業績報告內披露。

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已向本公司披露，
或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所置存之登記冊內所載，下列主要股東（本公司

董事除外）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

Glorious Sun Holdings (BVI)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622,263,000 40.715

Advancetex Holdings (BVI)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07,810,000 13.597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除外），按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
所置存之登記冊所載，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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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

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條文E.1.2之偏離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E.1.2，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鑑於新冠肺炎疫情管
控措施，楊釗先生（董事局主席）未有出席本公司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楊勳先生（董事

局副主席）獲委任為大會主席，並處理股東之提問。

董事資料披露

自本公司二零一九年業績報告刊發之日起，董事資料變更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作
出披露者詳列如下：

劉漢銓先生退任中國金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間在香港上市之公司）董事一職。

鍾瑞明先生退任金茂酒店及金茂（中國）酒店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間在香港上市之公司）董事

一職。

陳振彬先生獲委任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一間在香港上市之公司）之董事。

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載列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董事局在向各董事作出仔細查詢後確認，各董事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

遵守標準守則載列之規定標準。



28二零二零年中期業績報告    |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劉漢銓先生、鍾瑞明先生及吳永嘉先生）組

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商討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

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

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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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局命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楊 釗太平紳士
董事長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



29 二零二零年中期業績報告    |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常宏為工銀安盛人壽保險河北分公司提供設計服務
Changhong provided interior design service to ICBC-AX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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