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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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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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AK FAH YEOW INTERNATIONAL LIMITED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9）

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公佈

摘要
• 收入按年增加4.8%，乃歸因於醫療保健業務之銷售貢獻有所上升。

• 本集團之表現指標 － 基礎經常性溢利按年增加33.4%，反映保健產品業務
（尤其是香港及澳門市場）表現改善。

• 報告溢利下跌3.3%，主要是由於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所致。

• 儘管二零二零年的前景並不樂觀，投資於品牌建設及市場份額仍然是我們
的長期增長策略。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經審核業績，連同
去年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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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收入 1 147,761 141,043 +4.8%
報告溢利 2 36,046 37,280 -3.3%
基礎經常性溢利 3 35,566 26,670 +33.4%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報告溢利 4 11.6 12.0 -3.3%
基礎經常性溢利 11.4 8.6 +32.6%

每股總股息 4 10.80 10.35 +4.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資金 5 760,117 756,702 +0.5%

港元 港元

每股資產淨值 6 2.44 2.43 +0.4%

註釋： 1. 收入指三個業務分部，即醫療保健（「醫療保健」）、物業投資（「物業投資」）及財
資投資（「財資投資」）所產生之收入。

2. 報告溢利（「報告溢利」）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

3. 基礎經常性溢利（「基礎經常性溢利」）反映本集團三個業務分部之表現，按報告
溢利扣除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以及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變動
及非經常性項目計算。

4.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及每股總股息乃使用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5. 股東資金即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相等於本公司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呈列之總
權益。

6. 每股資產淨值指於年結日之股東資金除以已發行之本公司普通股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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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致各位股東：

概況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錄得之總收入為147,800,000港元，按年增加4.8%。本集團之
表現指標－基礎經常性溢利增加33.4%至35,6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26,700,000

港元），主要由於保健產品業務（尤其是香港及澳門市場）表現改善所致，惟中國
大陸的銷售貢獻有所減少。

二零一九年之報告溢利下跌3.3%至36,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37,300,000港元），
主要歸因於收入雖然如上文所述增加，惟二零一九年錄得本集團投資物業之未變
現公平值虧損，相對於二零一八年錄得之未變現公平值收益。

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3.8港仙（二
零一八年：每股3.8港仙），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作實。連
同已經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7港仙（二零一八年：每股6.55港仙），二零一九年之股
息合共為每股10.80港仙（二零一八年：每股10.35港仙）。

業務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環球經濟增長速度遜於預期，情況持續至二零一九年下半年。
橫跨整年的中美貿易緊張局勢，以及本年度下半年的本地社會動盪等因素，為經
濟及營商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及不確定性。遊客人數急挫及本地消費銳減令香港零
售業大受打擊，特別是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勞動力市場維持緊張，雖然失業率
仍然偏低，惟接近年底時已逐漸轉差。勞工、供應及生產成本的通脹壓力全年維
持溫和。

經歷二零一八年七月的分銷權結構轉變，以及我們改善定價及獎勵策略後，香港
市場的銷售貢獻呈溫和增長。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因本地社會事件引發的緊張
局勢使有關增長受到一定程度影響。作為鄰近香港的另一旅遊選擇，澳門於二零
一九年下半年受惠於消費者需求增加而錄得更佳的銷售業績。於中國大陸，由於
獨家分銷權於二零一九年七月易手，在過渡期間主要以穩定價格為重，因此銷售
及市場計劃的執行較慢，令收入受影響。東南亞於二零一九年的表現稍遜，惟菲
律賓及新加坡等主要市場的銷售維持穩定。另一方面，在二零一八年下半年委任
新分銷商後，於美國市場已收復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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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收入於二零一九年增加6.1%，主要是由於香港出租率改善使租金收入增加，
惟部份被英鎊貶值導致以港元呈報的英國租金收入減少所抵銷。投資物業於二零
一九年年結日之公平值評估帶來1,400,000港元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淨額（二零
一八年：收益11,500,000港元）。此虧損淨額是受到香港整體寫字樓市道前景負面
以及倫敦零售投資向好的綜合影響。

非財務方面的績效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策略不只側重財務業績，更顧及到環境及社會影響。我們將於
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登載二零一九年環境、社會及
管治報告，描述我們將負責任經營承諾融入業務策略的方式以及我們採取的行動，
為持份者提供本集團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進展概況。

展望
全球貿易緊張局勢以及冠狀病毒疫情等本地事件伴隨的不確定性，將會對商業環
境造成不利影響。預期訪港旅客將會急跌，不少零售店舖（包括藥房）及餐廳已難
以繼續經營。於澳門、中國大陸及其他主要市場的銷售增長亦受冠狀病毒疫情的
陰霾籠罩。情況有可能持續甚至進一步惡化，二零二零年的前景實在並不樂觀。

儘管我們正與主要分銷商╱批發商緊密合作，在我們的核心區域發掘新機會，惟
原材料及生產成本的通脹壓力仍然是影響利潤率的因素之一。我們將繼續採取措
施，透過生產及經營效率消除相關影響。我們的目標是保持增長，同時繼續投資
於品牌建設及市場份額，作為我們的長期增長策略。

香港辦公室及住宅租賃市場在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後惡化，同一情況亦蔓延至倫敦
零售業。我們部份位於香港及英國的投資物業租約即將進行租金檢討，預期屆時
將會出現要求寬減租金的迫切聲音。我們將於檢討過程中繼續與租戶保持建設性
對話，並採取以價值為本的方針，與租戶合作共渡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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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最後，本人謹此向各董事會仝仁、管理團隊及各位員工的竭誠努力及克盡己職致
以衷心謝意，同時亦感激股東、客戶、商業伙伴和供應商一直以來對本集團的支持。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概要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錄得147,761,000港元收入，較二零一八年之141,043,000港元
增加4.8%，主要乃歸因於醫療保健分部之銷售貢獻增加。各業務分部之收入載列
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醫療保健 136,611 130,962 +4.3

物業投資 10,148 9,562 +6.1

財資投資 1,002 519 +93.1
  

147,761 141,043 +4.8
  

基礎經常性溢利（按報告溢利扣除金融資產及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變動及非
經常性項目計算）為35,566,000港元，較去年之26,670,000港元增加33.4%。這主要
反映醫療保健分部（尤其是香港及澳門市場）的表現改善，惟中國大陸的銷售貢獻
有所減少。基礎經常性溢利之每股盈利為11.4港仙，較二零一八年之8.6港仙增加
32.6%。

二零一九年之報告溢利下跌3.3%至36,04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37,280,000港元），
主要由於本集團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所致，部份被上文所述的醫療保健
分部銷售貢獻增加及財資投資的表現改善所抵銷。報告溢利之每股盈利為11.6港仙，
較二零一八年之12.0港仙下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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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經常性溢利與報告溢利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基礎經常性溢利 35,566 26,670 +33.4

以下各項之未變現公平值變動：
金融資產 1,872 (890)
投資物業：
英國 1,648 (577)
其他地區 (3,040) 12,077

  

報告溢利 36,046  37,280 -3.3
  

其他物業之重估（入賬列作其他全面收益）於二零一九年導致錄得重估虧拙淨額
2,11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盈餘22,146,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約為37,07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52,914,000港元）。

營運回顧
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分部收入增加4.3%至136,611,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30,962,000港元）。
各地區分部之收入載列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香港 79,968 66,965 +19.4
澳門 16,642 14,573 +14.2
中國大陸 11,393 20,628 -44.8
東南亞 22,861 23,669 -3.4
北美洲 4,749 3,445 +37.9
其他地區 998 1,682 -40.7

  

分部收入 136,611 130,962 +4.3
  

分部溢利 48,431 40,911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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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香港的銷售貢獻按年由67,000,000港元增加19.4%至80,000,000港元。於二零
一八年，和興產品的銷售收入受到二零一八年中期的本地分銷權重組所影響而減
少。由於各批發商已對市場價格穩定恢復信心，因此二零一九年的銷售回復穩定，
惟本年度下半年的本地社會事件令訪港遊客減少，使銷售動力受阻，影響銷售表現。

作為鄰近香港的另一旅遊選擇，澳門受惠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期間消費者需求增
加，其於二零一九年的銷售表現有所改善。

中國大陸市場方面，由於預期分銷權將會更新，當時之分銷商因價格穩定存在不
確定性而拒絕發出新訂單，故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銷售貢獻停滯。於二零一九年
七月委任新分銷商後，首要目標為重新穩定價格，以及增強廣東省等重點銷售點
的主要銷售貢獻。

東南亞市場於二零一九年面對嚴峻挑戰，區內的銷售額受到政治及經濟不穩所影
響。然而，菲律賓及新加坡等市場成功維持與上年度相若的銷售水平。

由於新任美國分銷商已在當地市場立足，並繼續推動品牌及向新零售商戶推廣產
品，美國市場已重上軌道，表現遠勝上一年度。

由於澳洲修改標籤規例，本年度部份訂單已延後至二零二零年，以遵守新規例。
同時，韓國的銷售已經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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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此分部之收入增加6.1%至10,14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9,562,000港元）。是項轉變
主要是因為二零一九年香港錄得全數出租使所產生的租金收入增加，惟部份被英
鎊兌港元（呈報貨幣）的平均匯率較低導致英國租金收入減少所抵銷。按地區分析
的收入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香港－辦公室及住宅 3,553 2,668 +33.2

新加坡－工業 221 221 –

英國－零售╱住宅 6,374 6,673 -4.5
  

分部收入 10,148 9,562 +6.1
  

分部業績－溢利 7,583 19,337 -60.8
  

於二零一九年，約35.0%、2.2%及62.8%（二零一八年：27.9%、2.3%及69.8%）之分
部收入乃分別來自位於香港、新加坡及英國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九年整體出租
率為100.0%（二零一八年：95.8%）。

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為溢利8,975,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之7,837,000港元上升
14.5%。物業開支比率（即佔分部收入之百分比）於二零一九年減至11.6%（二零
一八年：18.0%）。二零一九年之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及物業開支比率均反映出租
率上升以致物業開支比例下降，以及於二零一八年空置及招募新租客期間產生若
干樓宇管理成本。

二零一九年之分部業績倒退60.8%至7,583,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9,337,000港元），
主要反映就本集團投資物業確認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1,39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收益11,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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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與分部業績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 8,975 7,837 +14.5

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變動：
英國 1,648 (577)

香港及新加坡 (3,040) 12,077
  

分部業績－溢利 7,583 19,337 –60.8
  

財資投資

除於知名銀行存放存款外，本集團亦投資於孳息率較高之股本及債務證券、互惠
基金以及雙重貨幣投資。

得自此分部之收入（主要為利息收入）增長93.1%至1,00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519,000港元）。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增加至1,171,000港元溢利（二零一八年：
122,000港元）。溢利增加反映年內本集團已增加定期銀行存款故賺取較高利息收入，
以及外幣交易表現有所改善。

分部業績增加至3,043,000港元溢利（二零一八年：768,000港元虧損），除上述者外，
主要亦由於上市投資之未變現公平值收益所致。

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與分部業績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 1,171 122 +859.8

金融資產之未變現公平值變動 1,872 (890)
  

分部業績－溢利（虧損） 3,043 (768) –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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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上文各節所載之業績概要及營運回顧亦包括本集團三個業務分部之財務回顧。本
節乃討論其他主要財務項目。

員工成本

員工成本乃劃分為生產（與生產相關之薪酬成本）及行政（其他薪酬成本，包括管
理及總辦事處職員）兩大類別，由33,479,000港元輕微增加0.6%至33,692,000港元。
此主要反映年度加薪，惟部份被執行董事管理花紅撥備減少所抵銷。

其他營運支出

其他營運支出減少4.2%至32,80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34,256,000港元），主要乃
歸因於廣告及活動開支以及生產間接開支減少，以及於二零一八年物業空置及招
募新租客期間產生若干樓宇管理成本。二零一九年其他營運支出比率（即佔總收
入之百分比）減至22.2%（二零一八年：24.3%）。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減少7.8%至75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820,000港元），主要乃由於償還
香港及英國之部份按揭貸款後，年內之平均銀行貸款結餘有所減少。二零一九年
利息覆蓋比率（扣除利息開支及稅項前以及扣除金融資產及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
平值變動前之營運溢利除以財務成本）升至58.9倍（二零一八年：41.4倍）。

稅項

稅項由6,443,000港元增加至8,216,000港元，主要是由於香港附屬公司之應課稅營
運溢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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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乃由獨立專業估值師按公平值
基準估值。於二零一九年年結日之估值為346,432,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年結日
之343,731,000港元微升0.8%。估值上升主要反映倫敦零售投資維持相對強勁，部
份被香港物業市場前景普遍負面所抵銷。各地區分部物業於年結日之估值載列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原貨幣 原貨幣 變動（以港元計）
千元 千港元 千元 千港元 %

香港－辦公室及住宅 177,300港元 177,300 180,400港元 180,400 –1.7

新加坡－工業 1,950新加坡元 11,236 1,950新加坡元 11,176 +0.5

英國－零售╱住宅 15,480英鎊 157,896 15,315英鎊 152,155 +3.8
    

346,432 343,731 +0.8
  

於二零一九年確認之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為1,39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收益11,500,000港元）。

財務資源與庫務政策
本集團繼續堅守審慎庫務政策。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債資產比率（計
息借貸除以總股東資金）為2.6%（二零一八年：2.9%）。本集團總銀行借貸為
19,49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21,893,000港元），主要以英鎊及港元列值，並以浮
動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3.31倍（二零
一八年：2.81倍）。本集團持有足夠手頭現金、可銷售證券及可動用銀行信貸，以
切合其短期負債、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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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交易均以港元及美元進行。部份租金收入是來自英國，並以英
鎊結賬。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借貸貨幣主要為英鎊及港元。
本集團亦有以外幣計值之股本及債務證券以及雙重貨幣投資。

本集團認為只要美元與港元仍然掛鈎，則對美元的外匯波動風險並不重大。本年
度內除美元兌港元匯率相對穩定，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海外
證券之投資及銀行結存有關之外匯風險合共約為42,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35,500,000港元），或佔本集團總資產約4.6%（二零一八年：3.9%）。本集團亦因為
英國投資物業的賬面值而有約139,1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33,100,000港元）的
匯率變動風險（扣除相關借貸）。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累計的賬面值約324,900,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318,200,000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已予抵押，作為本
集團取得為數約93,3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94,300,000港元）銀行信貸額之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用其中約19,5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21,9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第三方針對本集團（作為被告）提起任何
法律訴訟，亦無任何可能導致本集團蒙受重大財政損失之未決申索。

未來重大投資或收購資本資產之計劃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收購重要資本資產之計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僱用90名（二零一八年：91名）僱員。
本集團按年審閱並參考市場薪酬及個人表現釐定僱員及董事薪酬組合。除支付薪
金外，本集團亦向合資格僱員提供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津貼及教育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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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47,761 141,043

其他收入 3 340 555

其他收益淨額 4 211 109

製成品存貨變動 (782) 1,481

所用原料及消耗品 (27,654) (32,283)

員工成本 (33,692) (33,479)

折舊開支 (8,382) (7,893)

匯兌虧損淨額 (457) (1,344)

其他營運支出 5 (32,807) (34,256)
  

未計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及投資物業之 
公平值變動之營運溢利 44,538 33,933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收益 

（虧損）淨額 1,872 (890)

投資物業之重估（虧拙）盈餘 (1,392) 11,500
  

營運溢利 45,018 44,543

財務成本 5 (756) (820)
  

除稅前溢利 5 44,262 43,723

稅項 6 (8,216) (6,44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36,046 3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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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扣除稅項的影響
41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4,377,000港元）
後之（虧拙）盈餘 (2,114) 22,146

  

已經或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所產生之 

匯兌差異 4,134 (8,650)

換算與海外附屬公司之公司間結餘所產生
之匯兌差異代表投資淨額 (994) 2,138

  

3,140 (6,5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1,026 15,6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7,072 52,914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11.6港仙 12.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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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46,432 343,731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8,511 378,988
無形資產 2,450 2,450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5,789 5,960  

723,182 731,129  

流動資產
存貨 17,929 13,976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3,776 24,651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6,489 14,994
可退回稅項 2,505 3,976
銀行結存及現金 137,969 126,115  

188,668 183,712  

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借貸 19,492 21,893
遞延收入之即期部分 242 221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26,992 35,847
應付稅項 3,024 –
應付股息 7,302 7,343  

57,052 65,304  

流動資產淨值 131,616 118,40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54,798 849,537  

非流動負債
收購商標應付代價之長期部分 2,073 2,073
遞延收入之長期部分 33,899 32,076
董事退休福利準備 4,689 4,204
遞延稅項 54,020 54,482  

94,681 92,835  

資產淨值 760,117 756,70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582 15,582
股份溢價及儲備 744,535 741,120  

總權益 760,117 75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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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與二零一八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一致，惟採納
以下於本年度生效並與本集團有關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外。

年度改進計劃－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就分類為權益的金融工具付款的所得稅後果
該等修訂澄清，(a)股息之所得稅後果於損益、其他全面收入或權益確認，此乃根據產生可
分派溢利之過往交易或事件原本確認之賬目；及(b)該等規定應用於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界定之股息的所得稅後果。

採納此等修訂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該詮釋訂明如何反映所得稅會計處理之不確定性的影響，藉以配合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的規定。

採納此詮釋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僱員福利

該等修訂規定使用最新假設去釐定即期服務成本及於計劃變動後餘下的報告期內的淨利息。

採納此等修訂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取代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其對（其中包括）承租人的會計方法作出重大變動，以單一模式
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雙重模式，該單一模式規定除非相關資產為低價值資產，否則
承租人須就年期超過12個月的所有租賃所產生的權利及責任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就出租人會計處理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大致繼承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有關出
租人會計處理的規定。因此，出租人繼續將其租賃分類為營運租賃或融資租賃，並且對兩
類租賃進行不同之會計處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亦規定承租人及出租人提供更詳盡
披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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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選擇採用過渡可行權宜方法，並無於首次應用日期（「首次應用日期」）重新評估合
約是否為或包含一項租賃，且本集團僅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應用於先前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17號識別為租賃的合約，以及於首次應用日期或之後訂立或變更並應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識別為租賃的合約。

作為承租人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根據首次應用日期前適用的本集團會計政策，租賃合
約分類為營運租賃或融資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條文及自首
次應用日期起適用的本集團會計政策對租賃進行入賬。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營運租賃的租賃

於首次應用日期，本集團已按逐項租賃基準，就先前分類為營運租賃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
產及租賃負債，惟相關資產價值較低的租賃除外，而本集團已應用可行權宜方法，並無就
租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12個月內屆滿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於首次應用日期，除先前或將會使用公平值模式入賬為投資物業的使用權資產外，使用權
資產已按逐項租賃基準按以下其中一種方式計量：

(a) 其賬面值，猶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已自開始日期起應用，惟須使用承租人於首
次應用日期的增量借款利率進行貼現；或

(b) 相等於租賃負債的金額，並經緊接首次應用日期前確認之租賃有關的任何預付或應計
租賃付款的金額調整。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融資租賃的租賃

本集團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的賬面值時，乃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使用緊接計量日期之前的租賃資產及租賃負債賬面值。本集團由首次應用日期起應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入賬該等租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融資租賃之租賃為本集團持有作出租或資本增值的租賃土
地及樓宇。有關租賃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入賬並按公平值結轉。此外，
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及樓宇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融資租賃，並繼續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重估模式入賬。因此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對該等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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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無須就本集團為出租人的租賃作出任何過渡調整，該等租賃於首次應用日期起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入賬。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計量基準

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惟投資物業、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於損
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則按公平值計量。

2. 經營分部資料

管理層根據首席營運決策人－執行董事，在作戰略性決策及分配資源時所審閱之報告，確
定了經營分部之分類。本集團之經營分部按其業務性質，分開建立及管理。本集團現時分
為以下三項經營業務：

a) 醫療保健－製造及銷售和興產品

b) 物業投資

c) 財資投資

本集團的每項經營分部，代表一個戰略業務單位，其風險和回報均有別於其他經營分部。

執行董事根據未計所得稅及未分配財務成本、董事酬金、辦公室職員薪金、法律及專業費
用以及中央行政成本之分部溢利或虧損來評估經營分部之業績和分配分部間之資源，這些
資料的編製基準與綜合財務報表的一致。除了可退回稅項及其他集團資產外，所有資產是
分配至須報告分部。除遞延稅項、董事退休福利準備、應繳稅項、應付股息以及其他集團負
債外，所有負債是分配至須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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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醫療保健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收入 136,611 10,148 1,002 147,761
    

分部業績 48,431 7,583 3,043 59,057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14,039)
 

營運溢利 45,018
財務成本 (756)

 

除稅前溢利 44,262
稅項 (8,216)

 

年度溢利 36,046
 

資產
分部資產 475,207 347,298 86,360 908,865
未能分配集團資產 2,985

 

綜合總資產 911,850
 

負債
分部負債 27,196 54,567 – 81,763
未能分配集團負債 69,970

 

綜合總負債 151,733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註釋） 433 6 – 439
折舊開支 8,291 91 – 8,382
投資物業之重估虧絀 – (1,392) – (1,392)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2,114) – (2,114)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收益淨額 – – 1,872 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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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醫療保健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收入 130,962 9,562 519 141,043
    

分部業績 40,911 19,337 (768) 59,480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14,937)
 

營運溢利 44,543

財務成本 (820)
 

除稅前溢利 43,723

稅項 (6,443)
 

年度溢利 37,280
 

資產
分部資產 486,896 345,359 78,114 910,369

未能分配集團資產 4,472
 

綜合總資產 914,841
 

負債
分部負債 36,350 53,569 – 89,919

未能分配集團負債 68,220
 

綜合總負債 158,139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註釋） 1,102 190 – 1,292

折舊開支 7,822 71 – 7,893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 – 11,500 – 11,500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22,146 – – 22,146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虧損淨額 – – (890)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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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業務位於香港、澳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他地區、東南亞、北美洲及英國。
本集團之醫療保健營運位於香港。物業投資及財資投資營運則位於多個地區。

下表提供按客戶地理位置（就醫療保健產品）及相關資產地理位置（就物業投資及財資投資）
的本集團營運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對外客戶收入 營運業績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4,134 69,781 31,350 36,179

澳門 16,642 14,573 10,407 9,454

中國 11,450 20,686 (3,961) (4,451)

東南亞 23,335 24,159 8,481 8,802

北美洲 4,749 3,445 1,155 1,981

英國 6,453 6,717 7,914 5,728

其他地區 998 1,682 1,924 (394)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 – (12,252) (12,756)
    

147,761 141,043 45,018 44,543
    

非流動資產（註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45,811 559,388

東南亞 13,686 13,626

英國 157,896 152,155
  

717,393 725,169
  

註釋：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



22

主要客戶資料

本集團醫療保健產品之業務分部中，對外銷售收入佔總收入逾10%之客戶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28,217 25,650

客戶B 21,751 19,393

客戶C 14,966 14,982

客戶D 16,940 19,030

客戶E 16,642 14,646

客戶F * 20,628
  

98,516 114,329
  

* 該客戶單獨貢獻的收入佔本集團醫療保健產品業務總收入低於10%。

3. 收入及其他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客戶合約收入
銷售「和興」產品
－固定價格 56,643 63,997

－浮動價格 79,968 66,965
  

136,611 130,962
  

其他來源之收入
營運租賃項下之固定租賃付款之租賃收入 10,148 9,562

使用實際利息法計算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002 519
  

收入 147,761 141,043
  

上市投資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333 333

出售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所得收益 7 222
  

其他收入 340 555
  

總收入 148,101 14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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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佣金收入 25 3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2) 12

雜項收益 188 67
  

211 109
  

5. 除稅前溢利

此項目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其他營運開支
廣告、推廣及活動開支* 19,645 20,527

核數師酬金 490 500

法律及專業費用 1,446 1,874

辦公室及行政開支 3,569 2,939

生產間接開支 2,671 3,161

差旅及交通 1,545 1,590

其他 3,441 3,665  

32,807 34,256
  

* 包括租賃費用－廣告位之短期租賃2,18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廣告位之營運租
賃費用6,080,000港元）

(b) 財務成本
銀行借貸之利息 476 540

收購商標應付代價之利息 280 280  

756 820
  

(c)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45,524 46,963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計入員工成本） 838 829

扣除直接營運支出21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860,000港元）後之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 (9,936) (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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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引入利得稅兩級制，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經簽署成為法律及刊憲。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溢利的
稅率為8.25%，而超過2,000,000港元的溢利稅率為16.5%。不可按利得稅兩級制課稅的其他
香港集團實體的溢利按劃一稅率16.5%課稅。

就本集團之海外業務，海外稅項乃以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各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撥出
準備。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開支包括：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7,212 5,490

海外稅項 1,048 1,042
  

8,260 6,532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44) (89)

  

8,216 6,443
  

實際稅率之對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 %

香港適用稅率 16.5 16.5

不可扣減支出及虧損 2.2 1.4

毋須課稅收入及收益 (1.5) (3.0)

其他 1.4 (0.2)
  

年度實際稅率 18.6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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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屬於本年度：
中期股息每股7.00港仙（二零一八年：每股6.55港仙） 21,815 20,412
末期股息每股3.80港仙（二零一八年：每股3.80港仙） 11,842 11,842

  

33,657 32,254
  

屬於過往年度，惟於本年度批准及支付：
末期股息每股3.80港仙（二零一八年：每股5.60港仙） 11,842 17,452
特別股息每股零港仙（二零一八年：每股2.20港仙） – 6,856

  

11,842 24,308
  

結算日後建議派發之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作實。有關
股息於結算日尚未確認為負債。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36,046 37,280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11,640 311,64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11.6港仙 12.0港仙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因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均無發行在外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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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項 9(a) 9,835 17,153

應收票據 658 4,018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3,283 3,480

  

13,776 24,651
  

(a) 應收賬項

本集團為其客戶提供介乎30日至120日（二零一八年：30日至120日）之信貸期。應收賬
項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9,835 11,983

31 – 60日 – 5,170
  

9,835 17,153
  

所有應收賬項均預期於12個月內收回，於結算日概無就未償還結餘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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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項 5,120 4,492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3,775 4,654

應計宣傳及廣告開支 9,899 7,908

應計回扣及折扣 10(a) 8,198 18,793
  

21,872 31,355
  

26,992 35,847
  

所有應付賬項預期於一年內結清。應付賬項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400 4,453

31 – 60日 1,703 1

61 – 90日 – –

超過90日 17 38
  

5,120 4,492
  

(a) 應計回扣及折扣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通過本集團的直接客戶向連鎖店的銷售減少，
因此預計應付回扣及折扣減少；而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增長
是由於向有權獲得購買回扣的選定客戶的銷售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合約負債由回扣及折扣產生且預期
於超過12個月後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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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產抵押

本集團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已按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93,325,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94,318,000港元）銀行信貸（包括銀行借貸）之抵押，截至結算日已動用其中
19,49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21,893,000港元）。

本集團已作抵押之資產之賬面值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土地及樓宇 167,000 166,000

投資物業 157,896 152,155
  

324,896 318,155
  

12. 結算後事項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的本地社會動盪對旅遊業帶來不利影響，旅客人數急劇下跌。二零一九
年底爆發冠狀病毒疫情，目前已蔓延至超過180個國家，促使各國政府採取極端防疫措施，
例如關閉邊境及機場、停課及暫停社交和商業活動、關閉生產設施及強制隔離等，某程度
上已打破全球各種商品、消費品及生產材料的供應鏈，影響各行各業。

在本地，零售業正掙扎求存，估計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的本地生產總值將會急挫。倘冠狀
病毒疫情在短期內未能受控，則情況有可能會持續或進一步惡化。

本集團正密切監察其存貨水平，並與供應商積極合作，確保所需材料的持續供應以維持生
產活動。現有原材料及包裝物料存貨足夠支持本集團的全產能生產超過三個月。管理層尚
未評估在本集團的供應鏈受阻的情況下對結算日後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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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及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

中審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有關初步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
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註釋之數字已獲本集團之核數師中審眾環（香港）會計
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符合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所載數額。中
審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在這方面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委聘審閱準則或香港委聘保證準則所指之保
證，因此中審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對本初步公佈並不作出保證。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3.8港仙（二
零一八年：每股3.8港仙）予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建議之末期股息須待於本公司即將在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
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左右寄發
予本公司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一日（星期四）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二）（包
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概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
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資格，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必須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
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辦理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合和
中心五十四樓。

本公司亦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八日（星期三）至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星期五）（包
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概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
合收取建議之末期股息的資格，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必
須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辦理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合
和中心五十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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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之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自身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

除下述之偏離情況外，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顏為善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獲委任為署理行政總裁
直至彼由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起正式成為行政總裁。儘管此兩角色均由同一位人
士所擔任，其部份責任由其他執行董事分擔以平衡權力。此外，所有重大決定均
經由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商議後才作出。另董事會包含一位非執行董事及另外三
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帶來不同獨立之觀點。因此，董事會認為已具備足夠的
權力平衡及保障。董事會將定期進行檢討及監督，確保目前結構不會削弱本公司
的權力平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董事已確定，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董事均有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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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i)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顏為善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顏福偉先
生及顏清輝先生；(ii)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顏福燕女士；及(iii)本公司之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梁文釗先生、黃英琦女士及葉天賜先生。

承董事會命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顏為善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