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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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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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收入按年上升26.7%。

• 本集團之表現指標－於二零二一年錄得基礎經常性溢利，而二零二零年則
錄得虧損。

• 於二零二一年錄得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較去年減少產生的報告溢
利。

• 近期的復甦跡象使本年度下半年的業務前景及整體市場氣氛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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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 Fah Yeow International Limited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
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

業績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收入 1 56,606 44,694 +26.7%

報告溢利（虧損） 2 10,282 (47,210) n/m

基礎經常性溢利（虧損） 3 12,496 (600) n/m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虧損）： 4

報告溢利（虧損） 3.3 (15.1) n/m

基礎經常性溢利（虧損） 4.0 (0.2) n/m

每股總股息 4 2.8 2.6 +7.7%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資金 5 687,629 673,192 +2.1%

港元 港元

每股資產淨值 6 2.2 2.2 0%

n/m：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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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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報告溢利（虧損）」）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或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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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基礎經常性溢利（虧損）」）反映本集團三個業務分部之表現，
按報告溢利（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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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值變動計算。

4.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及每股總股息乃使用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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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資產淨值指於結算日之股東資金除以已發行之本公司普通股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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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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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56,606 44,694

其他收入 3 166 75

其他收益淨額 4 175 942

製成品存貨變動 3,024 6,047

所用原料及消耗品 (13,698) (15,185)

員工成本 (17,013) (15,582)

折舊開支 (3,617) (3,998)

匯兌虧損淨額 (378) (1,315)

其他營運支出 (8,762) (1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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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3 1,465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變動收益（虧損）淨額 1,244 (2,129)

投資物業之重估虧絀 (3,458) (44,481)

營運溢利（虧損） 14,289 (45,145)

財務成本 5 (424) (469)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3,865 (45,614)

稅項 6 (3,583) (1,59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10,282 (4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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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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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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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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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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3,721,000港元）後之盈餘（虧拙） 14,732 (18,8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除稅後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15,997 (25,96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虧損）
總額 26,279 (73,176)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3.3港仙 (15.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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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83,827 285,123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7,767 323,111

無形資產 2,450 2,450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5,543 5,588

遞延稅項資產 1,057 1,021

630,644 617,293

流動資產
存貨 24,202 18,417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0,963 25,515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4,164 14,177

可退回稅項 401 2,691

銀行結存及現金 153,321 117,303

203,051 178,103

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借貸 17,361 17,859

遞延收入之即期部分 263 258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5,515 10,637

應繳稅項 2,021 1,220

應付股息 12,585 761

47,745 30,735

  

流動資產淨值 155,306 147,36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85,950 76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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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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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14 35,892

董事退休福利準備 6,407 6,188

遞延稅項負債 50,727 47,316

98,321 91,469

資產淨值 687,629 673,19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15,582 15,582

股份溢價及儲備 672,047 657,610

總權益 687,629 67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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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資料乃採用歷史成本常規而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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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平值計量。

於本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二零二零年年報所採用者一致，惟
採納下文所述與本集團相關且於本集團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與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之租金減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第7號、第9號及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不會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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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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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料的編製基準與綜
合財務報表的一致。除遞延稅項資產、可退回稅項及其他集團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已分配
至須報告分部。除遞延稅項負債、董事退休福利準備、應繳稅項、應付股息及其他集團負債
外，所有負債均已分配至須報告分部。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醫療保健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收入 53,399 3,180 27 56,606

分部業績 21,276 (1,005) 859 21,130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6,841)

營運溢利 14,289
財務成本 (424)

除稅前溢利 13,865
稅項 (3,583)

期內溢利 10,282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醫療保健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收入 40,674 3,795 225 44,694

分部業績 5,626 (41,329) (2,074) (37,777)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7,368)

 
營運虧損 (45,145)
財務成本 (469)

除稅前虧損 (45,614)
稅項 (1,596)

期內虧損 (4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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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表呈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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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之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醫療保健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471,912 285,341 74,194 831,447
未能分配集團資產 2,248

綜合總資產 833,695

 

負債
分部負債 15,811 57,781 – 73,592
未能分配集團負債 72,474

綜合總負債 146,066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醫療保健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綜合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435,144 285,777 70,279 791,200

未能分配集團資產 4,196

綜合總資產 795,396

負債
分部負債 11,172 55,428 – 66,600

未能分配集團負債 55,604

 

綜合總負債 12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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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對外銷售收入 營運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0,282 9,879 15,355 (23,471)

澳門 7,091 3,431 4,812 2,282

中國 12,941 16,063 1,791 (270)

東南亞 12,334 10,873 6,379 4,754

北美洲 2,324 1,590 1,009 87

英國 1,330 2,030 (9,649) (21,529)

歐洲（不包括英國） – – 1,193 (619)

其他地區 304 828 240 475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 – (6,841) (6,854)

56,606 44,694 14,289 (45,145)

3.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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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投資：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01 78

出售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所得收益（虧損） 65 (3)

16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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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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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佣金 16 1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05 –

雜項收益 54 929

175 942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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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此項目乃經扣除下列各項：

(a) 財務成本

銀行借貸利息 144 189

收購商標應付代價之利息 280 280

424 469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21,298 1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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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根據二零一八年推行的利得稅兩級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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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香港集團實體的溢利繼續按劃一稅率16.5%

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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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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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2,890 56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1,280

海外稅項 229 409

3,119 2,249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464 (653)

3,583 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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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上財政年度應佔股息，於本期間批准及派付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3.8港仙合共11,84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每股3.8港仙合共11,842,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一日經股東批准後，該
項分配已轉撥至應付股息。

本期間應佔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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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2.8港仙 

（二零二零年：中期股息2.6港仙） 8,726 8,103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董事宣佈向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
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2.8港仙合共8,72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宣
派每股2.6港仙合共8,103,000港元）。

8.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二零二零年：虧損）乃按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10,282,000港元（二
零二零年：虧損47,210,000港元）及於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11,640,000股（二零
二零年：311,640,000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內並無具攤薄潛力而未發行之
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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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項 262 1,327

應收票據 7,299 20,658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3,402 3,530

10,963 25,515

本集團為其客戶提供介乎30日至120日（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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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62 10

31 – 60日 – 1,317

262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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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項 6,254 1,821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2,928 2,920

應計廣告及推廣開支 4,218 3,842

應計回扣及折扣 2,115 2,054

9,261 8,816

15,515 10,637

應付賬項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4,493 1,717

31 – 60日 1,577 87

61 – 90日 167 –

超過90日 17 17

6,254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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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於報告期初及結算日
每股0.05港元之普通股 600,000,000 30,000 600,000,000 3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報告期初及結算日 311,640,000 15,582 311,640,000 15,582

12. 資產抵押

本集團賬面總值為116,1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4,697,000港元）之投資
物業已抵押，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64,53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0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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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7,85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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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業績概要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儘管經濟指標近期出現起色，但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的長
遠影響，全球經濟仍然受不確定因素籠罩。香港經濟方面，零售市道出現溫和復
甦，消費及投資數據亦有所改善。本集團一直專注於發展核心業務。在情況不明
朗之際，本集團將及時且謹慎地管理生產、宣傳及推廣成本，進一步提高利潤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56,606,000港元之總收入，較
二零二零年同期之44,694,000港元上升26.7%。各業務分部之收入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醫療保健 53,399 40,674 +31.3

物業投資 3,180 3,795 -16.2

財資投資 27 225 -88.0

56,606 44,694 +26.7

基礎經常性溢利（虧損）（按報告溢利（虧損）扣除金融資產及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
平值變動計算）為溢利12,496,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600,000港元。這主
要反映醫療保健分部表現改善。基礎經常性溢利（虧損）之每股盈利為4.0港仙，而
二零二零年則錄得每股虧損0.2港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報告溢利（虧損）上升至溢利10,282,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虧損47,21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
平值虧損減少所致。報告溢利（虧損）之每股盈利為3.3港仙，而二零二零年則錄得
每股虧損15.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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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經常性溢利（虧損）與報告溢利（虧損）之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基礎經常性溢利（虧損） 12,496 (600) n/m
以下各項之未變現公平值變動：
金融資產 1,244 (2,129)
投資物業：
英國 (10,758) (23,481)
香港及新加坡 7,300 (21,000)

報告溢利（虧損） 10,282 (47,210) n/m

n/m： 無意義

其他物業之重估（入賬列作其他全面收益（虧損））導致於期內錄得重估收益淨額
14,73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18,835,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約為26,279,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73,176,000港元）。

營運回顧
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分部收入增加31.3%至53,39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40,674,000港元）。各
地區分部之收入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香港 18,517 8,015 +131.0
澳門 7,091 3,431 +106.7
中國大陸 12,941 16,063 -19.4
東南亞 12,222 10,746 +13.7
北美洲 2,325 1,590 +46.2
其他地區 303 829 -63.4

分部收入 53,399 40,674 +31.3

分部溢利 21,276 5,626 +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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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引致消費者信心低迷、邊境關閉及帶來不確定因素，經歷過
動盪的一年後，香港及澳門市場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繼續保持穩定，銷售額顯著
增長123.7%。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銷售額按年減少19.4%。中國大陸的分銷商於二零二一年
下半年保持穩健而適量的存貨水平。

東南亞的整體銷售額繼續向好，而按年銷售額增長主要歸因於採用品牌建設及線
上式(ATL)營銷策略以及於店舖放置試用品及激活活動，使菲律賓的銷售額增長。
然而，由於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的疫情惡化及實施全國性封鎖，本集團繼續面
對逆境。

儘管環境困難重重，惟美國市場持續按年增長。美國經銷商繼續乘勢增強銷售渠
道，向不同亞裔社區的新零售客戶推廣銷售，並繼續透過線上平台進行宣傳及銷售。

物業投資

此分部之收入減少16.2%至3,18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3,795,000港元）。是項轉變
主要是因為部份零售舖租戶因未獲取利潤而被接管或因解散而結業，導致零售舖
已重新商定新租約或丟空，並使於英國產生的租金收入減少所致。各地區分部之
收入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香港－辦公室及住宅 1,737 1,682 +3.3

新加坡－工業 113 111 +1.8

英國－零售╱住宅 1,330 2,002 -33.6

分部收入 3,180 3,795 -16.2

分部業績－虧損 (1,005) (41,329) -97.6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4.6%、3.6%及41.8%（二零二零年：
44.3%、2.9%及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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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租率分別為100%、100%及68.8%（二零二零年：94.5%、100%及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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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按分部業績扣除金融資產及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變動
計算）為溢利2,453,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之3,152,000港元下跌22.2%。期內物業
開支比率（即佔分部收入之百分比）增加至22.9%（二零二零年：16.9%）。二零二一
年之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及物業開支比率均反映出租率偏低及租金收入減少以致
物業開支比例增加。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改善至虧損1,005,000港元（二零
二零年：虧損41,329,000港元），主要反映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較去年同
期減少。

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與分部業績之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 2,453 3,152 -22.2

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變動：
英國 (10,758) (23,481)

香港及新加坡 7,300 (21,000)

分部業績－虧損 (1,005) (41,329)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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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88.0%至2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225,000港元）。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減少至虧損38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溢利
55,000港元）。有關減少反映期內銀行存款結餘較低及利率下降使利息收入減少，
以及外幣交易的表現疲弱。

分部業績改善至溢利85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2,074,000港元），除上述者外，
主要乃由於上市投資之未變現公平值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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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與分部業績之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基礎經常性分部業績 (385) 55 n/m

金融資產之未變現公平值變動 1,244 (2,129)

分部業績－溢利（虧損） 859 (2,074) n/m

n/m：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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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去年之15,582,000港元增加9.2%至17,013,000港
元。這主要反映向部分退休員工支付長期服務金，以及因財務業績較去年同期好
轉而增加管理層花紅撥備。

其他營運支出

其他營運支出減少38.4%至8,76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4,213,000港元），主要乃
由於期內因應當時市況而減少整體銷售及營銷開支所致。期內其他營運支出比率（即
佔總收入之百分比）減少至15.5%（二零二零年：31.8%）。此反映期內總收入有所
改善以及對銷售及營銷活動的成本控制以致開支所佔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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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減少9.6%至42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469,000港元），主要乃由於部分
償還英國投資物業之按揭貸款後銀行貸款結餘較低所致。期內利息覆蓋比率（扣
除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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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至38.9（二零二零年：3.1）。有關上升反映二零二一年之財務
表現有所改善。

稅項

稅項由1,596,000港元增加至3,583,000港元，主要是由於香港附屬公司之應課稅營
運溢利增加以及過往年度就稅項撥備暫時差額之遞延稅項負債撥備不足所致。

投資物業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英國之投資物業乃由獨立專業估值師
按公平值基準估值。本集團位於新加坡之投資物業並無重新估值，因其於期內之
公平值變動被視為微不足道。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估值為283,827,000港元，
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85,123,000港元下跌0.5%。估值下跌反映英國零
售市道於2019冠狀病毒病蔓延之際仍然不明朗，以及香港辦公室及住宅的市場氣
氛自年初開始有所改善。本集團各地區分部之投資物業於結算日之估值載列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以港元計）原貨幣 原貨幣

千元 千港元 千元 千港元 %

香港－辦公室及住宅 156,300港元 156,300 149,000港元 149,000 +4.9

新加坡－工業 1,950新加坡元 11,427 1,950新加坡元 11,427 –

英國－零售╱住宅 10,800英鎊 116,100 11,800英鎊 124,696 -6.9

283,827 285,123 -0.5

於本期間確認之投資物業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為3,45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44,48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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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理財政策
本集團繼續奉行審慎之理財政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有
息借貸除以股東資金總額）為2.5%（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本集團
之總銀行借貸為17,36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859,000港元），
主要以英鎊計值，並以浮動利率計息。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4.3倍（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8倍）。本集團持有足夠手頭現金及可銷售證券，以切合其
短期負債、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匯兌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交易均以港元及美元進行。部分租金收入是從英國來的，並以
英鎊結賬。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借貸貨幣主要為英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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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元的外匯波動風險並不重大。期內除
美元兌港元匯率相對穩定，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與海外證券之投資
以及銀行結存有關之外匯風險合共約為43,3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9,000,000港元），或佔本集團總資產約5.20%（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9%）。本集團亦因為英國的投資物業之賬面值而有約98,800,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7,100,000港元）的外匯風險（扣除相關借貸）。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約116,1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24,7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已予抵押，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約
64,5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000,000港元）銀行信貸額之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其中約17,4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7,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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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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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94名僱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2名）。本集團按年審閱並參考市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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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2019冠狀病毒病的發展及影響仍然不能確定，幸而大多數社區已推行大規模疫苗
接種計劃，加上政府採取的防疫措施，業務前景可望逐漸好轉。世界主要經濟體
已呈現復甦跡象，整體市場氣氛理應進一步改善。本集團自信有能力克服任何當
前難關。

收購股份或債權證之安排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著購入
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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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宣佈向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2.8港仙（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2.6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或該日前後寄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一年十月六日（星期三）至二零二一年十月八日（星期五）（首尾
兩天包括在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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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一年
十月五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
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合和中心五十四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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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自身之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述之偏離情況外，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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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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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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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帶來不同之獨立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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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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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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董事均有遵
守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每年開會最少兩次。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應
董事要求，中期財務資料亦已由本公司核數師中審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
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並已就此發出未有修訂之審閱報告。審閱報告
將收錄於中期報告。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三名執行董事顏為善先生、顏福偉先
生及顏清輝先生；(ii)一名非執行董事顏褔燕女士；及(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英琦女士、葉天賜先生及梁文釗先生。

承董事會命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顏為善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