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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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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與客戶簽訂合同的收入 394,159 420,382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27,750 37,403  

(3) 421,909 457,785
銷售成本 (344,291) (383,494)  

毛利 77,618 74,291
其他收入及收益 27,108 21,948
銷售及分銷費用 (13,547) (10,109)
行政費用 (38,251) (31,524)
其他費用 (8,539) (11,209)
融資成本 (1,399) (1,415)  

除稅前溢利 (4) 42,990 41,982
所得稅費用 (5) (4,216) (4,471)  

期內溢利 38,774 37,511
  



3 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報告    |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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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1 36,484
非控股權益 393 1,027  

期內溢利 38,774 37,511
  

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2.49 2.39

  

攤薄 2.49 2.39
  

每股中期股息 2.0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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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38,774 37,511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財務信息匯兌差額 (1,480) –  

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淨其他全面虧損 (1,480) –  

其後期間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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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後公平值變動 5,117 (11,337)  

其後期間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淨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5,117 (11,33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稅後淨額 3,637 (11,33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2,411 26,174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2,193 25,147
非控股權益 218 1,027  

42,411 2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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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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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034 583,153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投資 354,400 349,110
其他非流動資產 48,640 50,407  

非流動資產總值 839,074 982,670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183,710 136,420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投資 146,818 40,013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74,468 87,784
已抵押存款 19,231 18,582
現金及現金等額 1,688,718 1,712,218
其他流動資產 227,925 169,315  

流動資產總值 2,340,870 2,164,33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109,352 91,29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235,787 203,858
計息銀行借款 46,938 17,720
其他流動負債 178,555 205,135  

流動負債總值 570,632 518,007  

流動資產淨值 1,770,238 1,646,32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09,312 2,62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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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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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總值 23,447 28,186  

資產淨值 2,585,865 2,600,809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10) 154,334 152,834
儲備 2,418,987 2,425,518  

2,573,321 2,578,352

非控股權益 12,544 22,457  

權益總值 2,585,865 2,6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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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未經審核） 屬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股本 股本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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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152,834 733,815 443,783 1,247,920 2,578,352 22,457 2,600,809
期內溢利 – – – 38,381 38,381 393 38,774
其他全面收入 – – 3,812 – 3,812 (175) 3,637       

全面收入總額 – – 3,812 38,381 42,193 218 42,411
增發股份 1,500 16,096 – – 17,596 – 17,596
非控股股東出資 – – – – – 3,467 3,467
支付予非控股股東股息 – – – – – (13,598) (13,598)
支付股息 – – – (64,820) (64,820) – (64,820)
儲備內轉撥 – – (4,277) 4,277 – – –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54,334 749,911 443,318 1,225,758 2,573,321 12,544 2,58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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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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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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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報告    |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中期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營運（所用）╱產生之現金 (52,899) 63,696
利息支出 (1,399) (1,415)
（繳納）╱返還利得稅稅款 (15,127) 2,903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69,425) 65,18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出售或贖回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投資所得款項 40,189 41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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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8 12,259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62,497 (163,756）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發行股票之收益 17,596 –
新增銀行借款 32,163 –
償還銀行借款 (2,945) –
其他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 (70,064) (57,948)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23,250) (57,948)  

現金及現金等額減少淨額 (30,178) (156,52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額 1,712,218 734,736
外幣匯率變動凈影響 6,678 (920)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額 1,688,718 577,296
  

現金及現金等額結存分析
現金及銀行存款 201,219 198,203
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1,487,499 37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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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718 1,612,199
原到期日多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 (1,034,903)  

1,688,718 57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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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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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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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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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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的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新冠肺炎相關租金
寬免（提早採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香港會計準則39、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香港財務報告準則4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的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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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若干修訂於本期間首次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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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營運分部資料

基於管理的目的，本集團按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分為四個報告營運分部：

(a) 「金融投資」從事財務管理與諮詢服務；

(b) 「室內設計及裝修工程」從事室內設計及裝修工程業務以及家具銷售業務；

(c) 「出口」從事出口成衣；及

(d) 「零售、加盟及其他」主要包括香港零售業務及海外市場的特許經營，銷售「真維斯」品
牌休閒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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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分部資料（續）

集團的分部報告連同相關比較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融投資
室內設計及
裝修工程 出口

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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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50 233,082 131,017 30,060 421,909
其他收入及收益 – 2,824 3,270 2,862 8,956     

總計 27,750 235,906 134,287 32,922 430,865
     

分部業績 26,336 606 5,310 1,740 33,992
    

利息收入 10,330
未分配收入 7,822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8,557)
非租賃相關融資成本 (597) 

除稅前溢利 42,990
所得稅費用 (4,216) 

期內溢利 38,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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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融投資
室內設計及
裝修工程 出口

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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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03 313,023 90,400 16,959 457,785
其他收入及收益 3,544 1,265 822 2,287 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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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業績 32,585 3,312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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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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29 959
使用權資產折舊 3,248 5,83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損失 34 7
利息收入 (10,330) (13,402)

  

(5)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內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二零年：16.5%）作
出計提，惟本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除外，該公司為符合兩級制利得稅制度的實體。該附屬公
司的首2,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000,000港元）的應課稅溢利按8.25%（二零二零年：
8.25%）的稅率徵稅，其餘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二零年：16.5%）的稅率徵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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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香港 3,875 3,901
本期－其他地區 1,508 1,074
遞延 (1,167) (504)  

4,216 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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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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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20 51,963

  

擬派發中期股息 30,867 2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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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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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1 3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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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續）

(a) 每股基本盈利（續）

股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位 千位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541,098 1,52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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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期末報告日，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並已扣除虧損撥備）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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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64 94,487
四至六個月 28,191 32,122
超過六個月 19,255 9,811  

183,710 136,420
  

一般給予賒賬期為15天至90天，應收賬款是免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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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

於本期期末報告日，根據發票日期分析應付賬款及票據賬齡，如下列示：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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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15 88,602
四至六個月 521 1,495
超過六個月 316 1,197  

109,352 91,294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通常於105天內償還。

(10) 股本

普通股股數 面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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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3,336 1,528,336 154,334 15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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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續）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變動情況如下：

已發行股份
每股為

0.1港元 已發行股本 股本溢價 總計
千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528,336 152,834 733,815 886,649

增發股份（未經審核） 15,000 1,500 16,096 17,59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543,336 154,334 749,911 904,245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以每股認購股份1.20港元之認購價配發並發行
15,000,000股普通股股份予愛訊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為獨立第三方）（「認購事項」）。認購事
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7,596,000港元，並已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認購事項之詳情載
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之公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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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以該工具於自願交易方（而非強迫或清盤銷售）當前交易下之可交易
金額入賬。在評估其公平值時已採用下列方法及假設：

管理層評估現金及現金等額、應收賬款、應付賬款、包括在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流動
部分的財務資產、包括在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的財務負債、關連公司欠款或欠關連公司
款項及計息銀行借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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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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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平值及公平值等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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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就銀行計息借款的自身不履約風
險被評定為不重大。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息銀行借款
之公平值與賬面值相若。

本集團投資於非上市投資為中國內地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本集團參照銀行發行的累計歷史
業績來估計該等非上市投資的公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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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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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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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平值及公平值等級（續）

公平值等級（續）

以公平值計量的資產：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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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583 – – 345,583
非上市權益投資 – – 8,817 8,817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 74,468 – 74,468    

345,583 74,468 8,817 428,868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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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498 – – 341,498
非上市權益投資 – – 7,612 7,612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 87,784 – 87,784    

341,498 87,784 7,612 43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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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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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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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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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777 – – 564,777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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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119 – – 589,119
    

(12) 報告期末後事項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部分權益

根據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的增資協議，石家莊精道科技有限公司（「新投資者」）同意以
現金代價人民幣6,125,000元認購石家莊常宏建築裝飾工程有限公司（「石家莊常宏」，本公司
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擴大後的註冊資本之10%。新投資者為石家莊常宏董事王躍先生擁
有的全資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三日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在石家莊常宏之權益由65%攤薄至58.5%。石
家莊常宏及其附屬公司仍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該交易並無帶來預期的收益或虧
損。

該交易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和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公告。



21 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報告    |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2.00港仙（二零二零年：
1.80港仙）予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星期四）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派付予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二）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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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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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宏觀經濟發展仍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症所左右。因於去年底
疫苗已經開始面世，故年初時市場氣氛普遍較為樂觀，期內疫苗接種進展不如預期，產量亦
追不上需求，先進經濟體疫苗供應尚算寬裕，但發展中國家則供應短缺不足；加上變種病毒
的出現，使疫情反覆。防疫隔離措施要再度收緊，大規模的封區、封城、封國又再出現，至
今仍未解除，導致環球部份供應鏈運作不暢順，海運費用更因之而大幅上升，助長了通脹重
燃。市場擔憂量寬措施會否提早縮減。

在這情況下，環球經濟復甦力度雖稍遜於預期兼且頗不平均，但比對去年同期，仍有正增
長；可是零售、旅遊等行業的營商環境依然甚為艱困。期內，企業金融業務因未有新投資，
而又有部份債券到期回贖，故收益稍遜於去年同期。今年室內設計及裝修業務的市道相對平
淡，管理層悉力開發新客源，已取得一定成效。由於工程按完成進度入賬，故營業額在上半
年度比去年同期出現下跌。企業的成衣出口業務則恢復了正增長；真維斯零售對比去年同期
亦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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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企業銷售總額錄得421,909,000港元，比對去年同期（二零二零年：457,785,000港元）
下降了7.84%。

期內股東應佔中期溢利錄得38,38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二零二零年：36,484,000港元）微
升了5.20%。

以下為本企業在回顧的上半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421,909 457,785 ↓7.84%
其中：
A. 金融投資 27,750 37,403 ↓25.81%
B. 室內設計及裝修工程 233,082 313,023 ↓25.54%
C. 出口業務 131,017 90,400 ↑44.93%
D. 香港零售及海外加盟 30,056 16,935 ↑77.4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中期純利 38,381 36,484 ↑5.20%

（單位：港仙）
中期每股盈利（基本） 2.49 2.39 ↑4.18%
中期每股股息 2.00 1.80 ↑11.11%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及準現金* 2,663,914 2,765,528 ↓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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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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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投資業務

管理層在去年提升了金融投資組合的現金比例後，暫未有再入市。縱使疫苗面世，但因
變種病毒使疫情復熾，結果使隔離措施再日趨嚴緊，國際間交往幾陷停頓。通脹又重
燃，雖或許只是短期現象，但提前加息及縮表的憂慮卻揮之不去，為經濟復甦前景增添
了不明朗因素。期內，美國杜指及納指在第一季後期起不斷走高，但恆指及A股指數卻
一直未能重上年初高位，因中國內地房地產要去泡沫、去槓桿，故有銀行限借、限貸等
措施加碼出台。對科技鉅企亦開始嚴加規範，限制無序擴張，嚴限市場壟斷手段；到海
外上市亦要經由網信辦再加審核方可，遂使股市降温。高借貸企業的資金鏈出現斷裂，
不少房債及企債頻頻出現違約事件。

年初企業投資組合賬面值964,664,000港元，期內因有等值約0.40億港元的人民幣債
券到期回贖，另外，由於去年同期金融投資收入基數相對較高，故上半年收益下降至
27,75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37,403,000港元），比去年同期下滑了25.81%。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投資組合賬面值為928,435,000港元，回報率約為5.88%。

2. 室內設計及裝修工程業務

期內中國內地零售市道復甦較預期弱，而網店對實體店的衝擊，在疫情期間日益顯著，
已漸成潮流，故裝修工程活動依然平淡。企業裝修業務的主要客戶，亦減慢其擴展的計
劃。管理層遂全力拓展新客源。由於企業之裝修業務品牌形象佳，已取得一定成效；因
工程需按完成進度入賬，故上半年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回落。

今年上半年營業額有233,08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313,023,000港元），同比下降
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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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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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雖
亦受到新冠肺炎變種病毒的影響，但因疫苗供應充足，接種進度尚算理想，故零售活動
還算可以。企業出口到美國的銷售金額得以恢復增長。在回顧的上半年度，出口額從去
年同期的90,400,000港元升至131,017,000港元，上升了44.93%。

4. 香港零售及海外加盟業務

期內，成衣零售市道遠未恢復到疫情前水平。真維斯在香港零售業務及海外加盟業務，
經管理層在產品設計及組合上的改善，取得預期效果後，銷售額恢復正增長，毛利率亦
有改善。期內銷售總額錄得30,05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6,935,000港元），同比上升
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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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企業持有淨現金及準
現金達2,663,91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65,52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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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債券投資的總賬面
淨值合共為928,43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4,664,000港元），減少了
36,229,000港元；主因是部份債券到期回贖所影響。

6.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企業之僱員總數為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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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下半年的前景，疫情會否因再有病毒變異而加劇；中、美貿易摩擦能否改善，均是左右
經濟復甦的主要因素。管理層的態度是審慎樂觀的，並將按市況的變化靈活調整投資和經營
策略，務求能穩中求進，希望能取得較上半年略佳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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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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宗盛　　　銀紫荊星章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張慧儀女士
楊燕芝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漢銓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陳振彬博士　大紫荊勳章　太平紳士
吳永嘉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蔡德昇太平紳士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獲委任）

公司秘書
許少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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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證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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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紳士

(i)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830,073,000 968,358,499 (1)及(2) 6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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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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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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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5

張慧儀女士 (i) 實益擁有人 10,095,000 1,053,453,499 (1), (2)及(3) 6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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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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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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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除經修訂或終止外，該計劃將
由採納起計十年內有效。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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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該計劃項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該計劃之條款及詳情，已於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度業績報告內披露。

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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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19

Advancetex Holdings (BVI)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07,810,000 13.465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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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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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資料披露

概無本公司的董事資料變更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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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董事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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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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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嘉先生及蔡德昇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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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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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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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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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宏為小米北京中糧萬科半島廣場店提供設計及傢俱安裝服務
Changhong provided design and furniture installation services 
to Mi Home at the Funmix Shopping Centre,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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