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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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vergreen Products Group Limited
訓修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62）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本期間收入為548.9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的368.2百萬港元增加49.1%。

• 本期間毛利為117.4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的87.5百萬港元增加34.1%。

• 本期間純利為30.8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的6.5百萬港元增加369.8%，主
要由於全球COVID-19疫情獲得控制，利潤率較高的人髮接髮產品及蕾絲產
品的需求及銷售逐漸恢復，因本期間的有利市況，相較於2020年同期，自
2020年下半年以來持續於本期間餘下時間，辮子產品需求仍維持強勁。

• 董事會就本期間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3港仙（2020年6月30日：無宣派中期股
息）。

• 本期間的中期派息比率為29.0%（2020年：中期派息比率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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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訓修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2020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3 548,887 368,203
銷貨成本 (431,481) (280,655)

毛利 117,406 87,548
其他收入 2,330 2,151
其他收益及虧損 (3,419) (7,564)
貿易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下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940 (1,656)
分銷及銷售開支 (7,091) (5,221)
行政開支 (66,071) (57,868)
其他開支 (388) (227)
融資成本 (11,267) (10,063)

稅前利潤 32,440 7,100
所得稅開支 4 (1,689) (555)

期內利潤 5 30,751 6,545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954 (4,507)

期內扣除所得稅的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954 (4,50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1,705 2,038



3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利潤（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9,626 7,902
 非控股權益 1,125 (1,357)

30,751 6,545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0,401 3,414
 非控股權益 1,304 (1,376)

31,705 2,038

每股盈利（港元） 7
 －基本 0.04 0.01

 －攤薄 0.0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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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714,980 719,917
使用權資產 8 30,442 26,987
非流動按金 9 11,352 13,293
以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9,789 16,773

776,563 776,970

流動資產
存貨 451,608 486,51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81,198 300,266
可收回稅項 1,203 1,195
有抵押銀行存款 121,825 122,009
銀行結餘及現金 75,074 70,233

930,908 980,22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70,483 69,518
合約負債 16,509 15,610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2,930 4,050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2,876 2,941
應納稅款 3,508 3,370
有抵押銀行借款 11 644,775 718,370
銀行透支 11 33,566 44,774
衍生負債 41 273
租賃負債 2,679 708

777,367 859,614

流動資產淨值 153,541 120,606

930,104 89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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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3,377 53,377
儲備 849,333 818,86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02,710 872,245
非控股權益 2,014 710

權益總額 904,724 872,95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048 5,188
租賃負債 9,802 8,168
有抵押銀行借款 11 10,530 11,265

25,380 24,621

930,104 89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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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本公司功能貨幣為美元（「美元」）。為方便使用
財務報表的人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原因為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價值或重估金額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
及物業除外（如適用）。

除因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乃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該等修訂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當前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
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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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
革－第二階段」的影響及會計政策

2.1.1 會計政策

金融工具

利率基準改革導致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基準發生變動

對於因利率基準改革導致釐定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合約現
金流量的基準發生的變動，本集團採用可行權宜方法，通過更新實際利率來核
算該等變動，有關實際利率變動通常不會對相關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賬面值
產生重大影響。

僅當符合下述兩個條件時，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基準須因應利率基準改革而變
動：

• 該變動屬利率基準改革的必要直接結果；及

• 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新基準在經濟上等同於先前基準（即緊接變動前的基
準）。

2.1.2 過渡及影響概要

於2021年1月1日，本集團有多項金融負債及衍生工具，其利率與基準利率掛
鈎，將受或可能受利率基準改革影響。

下表顯示未完成合約的總金額。金融負債金額按其賬面值列示，而衍生工具則
按其名義金額列示。

倫敦銀行
同業拆息

（「倫敦銀行
同業拆息」）

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

（「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借款 332,883 276,125
銀行透支 31,332 –
衍生負債 – 15,000

本集團擬採用可行權宜方法處理按攤銷成本計量之有抵押銀行借款及銀行透支
以及以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以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之衍生負債因
利率基準改革導致的合約現金流量變動。由於上述合約於本中期期間概無轉而
採用相關替代利率，因此該等修訂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應用該等修
訂（包括額外披露）的影響（如有）將於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
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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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

在就分配資源及評估本集團表現作出決策時，本公司行政總裁（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
經營決策者」）會定期審閱按產品類型（包括假髮、假髮配件及其他、高檔人髮接髮產品及
萬聖節產品）劃分的收入分析。除收入分析外，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本集團整體期內利潤
以就表現評估及資源分配作出決策。本集團的業務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
部」項下一單獨的經營分部構成，故並無編製單獨的分部資料。

由於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並無定期審閱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因此並無編製有關資料的
分析。

與客戶之間的合約產生的收入分列

按產品劃分的本集團收入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假髮、假髮配件及其他 459,195 295,161
高檔人髮接髮產品 68,048 51,266
萬聖節產品 21,644 21,776

548,887 368,203

按向客戶交貨地點劃分的本集團收入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利堅合眾國 492,361 315,98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2,140 13,238
英國 7,442 4,899
德國 17,240 7,927
日本 14,593 14,112
其他 5,111 12,045

548,887 368,203

所有收入均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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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 – 20
 孟加拉 1,695 299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 71
 其他司法管轄區 131 64

1,829 454
遞延稅項：
 本期間 (140) 101

1,689 555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按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百萬港元之估計應課
稅利潤的8.25%及超過2百萬港元之估計應課稅利潤的16.5%計算。不符合該利得稅兩級制
資格的集團實體之利潤按16.5%之劃一稅率徵稅。

因此，香港利得稅按首2百萬港元之估計應課稅利潤的8.25%及超過2百萬港元之估計應課
稅利潤的16.5%計算。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利潤，因此於本中期期間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

本集團根據於兩個期間內有效的來料及進料加工安排，透過在中國的若干加工廠從事髮製
品製造。

因此，根據本集團與來料加工廠訂立的50:50在岸╱離岸安排，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內的若
干利潤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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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於兩個期間內，進料加工安排項下產生的利潤須全部繳納香港利得稅。此外，本集
團的加工廠須就在中國產生的實際利潤按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於兩個期間內，於孟加拉營運的附屬公司（除Evergreen Products Factory (BD) Limited及
Master Purple (BD) Limited外）須按收入的0.6%或應課稅利潤的32.5%（以較高者為準）的
稅率繳納所得稅。於孟加拉營運的Evergreen Products Factory (BD) Limited自其商業營運
日期開始（即2010年5月10日）起直至2020年4月10個財務年度豁免繳納所得稅。於孟加拉
營運的Master Purple (BD) Limited自其商業營運日期開始（即2020年3月9日）起直至2023
年3月8日3個財務年度豁免繳納所得稅，其後3個財務年度享有50%豁免，而後1個財務年
度享有25%豁免。

就於日本營運的附屬公司而言，於兩個期間內的適用現行稅率為27%。

於其他司法管轄區產生的稅項按相關司法管轄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5. 期內利潤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的期內利潤：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368 22,399
使用權資產折舊 1,776 2,112

折舊及攤銷合計 20,144 24,511

利息收入 (67) (180)
政府補助（計入其他收入） (123) (876)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計入銷貨成本） 431,481 280,655
短期租賃款項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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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

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期間，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本公司擁有人宣派末期股
息每股股份2.00港仙。前一中期期間宣派的末期股息總額約為13,222,000港元。

於本中期期間結束後，本集團董事已決定向於2021年9月13日名列股東名冊的本公司擁有
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30港仙，合共8,919,000港元。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 29,626 7,902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685,727 658,816
攤薄潛在普通股的影響：
 股份獎勵計劃 230 2,078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685,957 660,894

以上所示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乃於扣除由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受託
人所持有的股份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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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的變動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上斥資9,651,000港元（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2,922,000港元（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於本中期期末所擁有以重估金額入賬的物業的各賬面值及其各估
計公允價值並無重大差異。因此，於本中期期間並無確認重估盈餘或虧絀。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就使用租賃土地及樓宇（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機動車輛）訂立新租賃協議，租賃期為2.2年至3年（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4.5年）。本集團須每月支付固定款項。於租賃開始時，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5,006,000港
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22,000港元）及租賃負債5,006,000港元（截至2020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322,000港元）。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與客戶訂立之合約 191,479 196,720
減：信貸虧損撥備 (1,760) (2,700)

189,719 194,020
其他應收款項 38,799 38,160
應收採購回扣 – 12,449
其他應收稅款 800 1,247
預付款項 11,219 10,272
已付供應商按金 40,587 43,725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10,269 12,587
物業租賃按金 1,157 1,099

292,550 313,559

就報告目的之分析如下
 非流動資產 11,352 13,293
 流動資產 281,198 300,266

292,550 313,559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90日的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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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載列根據與各收入確認日期相若的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
備）賬齡分析。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160,653 137,794
61至90日 15,161 39,643
91至120日 9,210 11,422
120日以上 4,695 5,161

189,719 194,020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39,582 46,513
應計員工成本 25,939 19,425
應計項目及其他應付款項 4,962 3,580

70,483 69,518

以下載列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38,681 46,513
61至90日 67 –
120日以上 834 –

39,582 4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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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抵押銀行借款╱銀行透支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透支 33,566 44,774
信託收據貸款及貼現票據 284,620 338,692
按揭及短期貸款 370,685 390,963

688,871 774,409

借款的賬面值分析如下：

原用貨幣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利率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281,268 365,899 港元最優惠利率減1.85%至港元最優惠利率加
1%或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2%至香港銀行同
業拆息加3.5%（2020年12月31日：港元最優
惠利率減1.5%至港元最優惠利率或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加1.2%至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3.5%
或固定利率5.65%）

美元 332,115 332,883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2.5%至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加4%（2020年12月31日：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加1.5%）

人民幣 64,958 64,362 中國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加1%至中國貸款市場
報價利率加1.375%（2020年12月31日：中國
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加1%至中國貸款市場報價
利率加1.375%）

日幣 10,530 11,265 固定利率1.19%或1.78%（2020年12月31日：固
定利率1.19%或1.78%）

合計 688,871 774,409

訂有須按要求償還條款的銀行借款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分類為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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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應付銀行借款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透支 33,566 44,774

銀行借款須於以下期限內償還（附註）
 1年內 587,658 634,906
 1年後但2年內 17,267 26,949
 2年後但5年內 41,954 54,451
 5年後 8,426 13,329

銀行借款總額 655,305 729,635

合計 688,871 774,409

銀行借款包括：
 於一年內到期並列為流動負債
  及附有按要求償還條款的款項 587,658 634,906
 毋須於自報告期末起計一年內償還
  但附有按要求償還條款的款項（列為流動負債） 57,117 83,464

644,775 718,370

於一年內到期並列為流動負債的款項
包括：
 銀行透支 33,566 44,774
 有抵押銀行借款 644,775 718,370

678,341 763,144
列為非流動負債的款項
包括：
 有抵押銀行借款 10,530 11,265

合計 688,871 774,409

附註： 到期款項乃以銀行借款所載計劃償還日期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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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透支按介乎3.64%至5.88%（2020年12月31日：5.00%至6.27%）的市場利率計息，且
須按要求償還。

按浮動利率安排之銀行借款的平均實際年利率介乎1.83%至5.25%（2020年12月31日：
1.47%至6.20%）。按固定年利率安排之銀行借款介乎1.19%至1.78%（2020年：介乎1.19%
至5.65%）。

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由以下各項提供擔保：

(a) 本集團約121,825,000港元（2020年：122,009,000港元）的銀行存款抵押；

(b) 本集團於香港約85,900,000港元（2020年：85,900,000港元）的土地及樓宇以及停車
場；

(c) 於中國及孟加拉的若干附屬公司資產的不抵押保證；及

(d) 本集團以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若干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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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COVID-19疫情持續肆虐全球，對各行各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COVID-19疫情期間的人流限制及社交距離措施改變了大眾的生活方式，例如在
社交隔離的情況下非洲編髮髮廊的主要顧客非洲裔女性轉而透過互聯網學習自行
設計髮型和編髮。因此，自2020年下半年以來持續於本期間餘下時間辮子產品需
求仍維持強勁。

隨著疫苗接種人數增加，預計COVID-19疫情將逐漸受到控制，此將有助於提振
經濟復甦的信心，因此大眾可以回到髮廊護髮及作造型，並至零售店購買髮製
品，此帶動利潤率較高的人髮接髮產品及蕾絲產品的需求，該等產品的銷售因此
已於本期間逐漸恢復。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入為548.9百萬港元，較截至2020
年6月30日止同期增加約49.1%。毛利率略減至21.4%，主要由於自2020年下半年
以來產品組合於本期間內持續帶來的變動所致。利潤率較低的辮子產品銷售保持
強勁需求，而利潤率較高的人髮製品逐漸恢復銷售。純利率上升至5.6%，而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同期的純利率為1.8%，主要由於收入增加所致。

展望

COVID-19疫情已徹底改變大眾的生活方式，網購等趨勢在未來已不可逆。本集
團將繼續壯大電商團隊，擴大客戶群，實現更加均衡穩健的市場佈局，並增強其
抗風險能力。此外，本集團不斷努力降低成本及雜項開支，以盡快提高盈利能
力，為日後的任何機遇保留營運資金。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已克服COVID-19疫情帶來的挑戰，且市場對較高利潤率產
品的需求將於今年年底逐步恢復。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其核心業務，密切關注行
業的最新發展，調整定價政策，為未來的機遇做好準備，同時為股東創造最大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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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財務業績較 2 0 2 0年同期大幅增長，此乃主要由於在
COVID-19疫情穩定和疫苗接種計劃有效推行後，市場需求強勁反彈，大力推動
了銷售增長。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自其產品的製造及銷售。收入指本集團銷售產品所收及應收
款項（經扣除任何折扣及退款）。本集團從三種主要產品分類獲得收入：(i)假髮、
假髮配件及其他；(ii)高檔人髮接髮產品（用於增加髮長及╱或髮量的人髮製品，
平均零售價每克超過5美元）；及(iii)萬聖節產品。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入為548.9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的368.2百萬港元大幅
增加180.7百萬港元或49.1%。該增加主要是由於其假髮及髮製品的市場需求強
勁反彈。於本期間，本集團假髮產品市場需求持續增長，孟加拉工廠產能持續提
升，滿足強勁需求。於本期間，孟加拉工廠的髮製品所產生的收入佔本集團收入
總額的97.7%，而2020年同期的佔比為96.1%。

美國仍為本集團於本期間的主要市場，其收入佔本集團本期間收入總額的
89.7%，而2020年同期的佔比為85.8%。就產品分類而言，假髮、假髮配件及其
他產品種類仍為本集團的主要產品分類，佔本集團本期間收入總額的83.7%，而
2020年同期的佔比為80.1%。

假髮、假髮配件及其他。假髮、假髮配件及其他的收入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295.2百萬港元增加164.0百萬港元至本期間的459.1百萬港元，增幅為
55.6%。該增加主要由於流行產品之一的辮子髮飾銷售額大幅提升所致。

高檔人髮接髮產品。高檔人髮接髮產品的收入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51.3百萬港元增加16.8百萬港元至本期間的68.0百萬港元，增幅為32.7%，主要由
於在市場需求逐漸恢復及COVID-19社交距離限制可能放寬之後，帶動人髮製品
的銷售量增加。

萬聖節產品。萬聖節產品的收入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1.8百萬
港元微幅減少0.1百萬港元至本期間的21.6百萬港元，減幅為0.6%，主要由於
COVID-19社交距離限制於萬聖節更趨嚴格，而使銷售量微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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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貨成本

本集團的銷貨成本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80.7百萬港元增加150.8百
萬港元至本期間的431.5百萬港元，增幅為53.7%，主要由於本期間有關利潤率較
低的辮子產品銷售增加的成本增加。

假髮、假髮配件及其他。假髮、假髮配件及其他的銷貨成本從截至2020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233.9百萬港元增加137.5百萬港元至本期間的371.3百萬港元，增幅
為58.8%，與利潤率較低的辮子產品於本期間的銷售額增加一致。

高檔人髮接髮產品。高檔人髮接髮產品的銷貨成本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的32.3百萬港元增加13.0百萬港元至本期間的45.4百萬港元，增幅為40.3%。有
關增加與此分部的收入增幅一致。

萬聖節產品。萬聖節產品的銷貨成本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4.5百萬
港元小幅增加0.3百萬港元至本期間的14.8百萬港元，增幅為2%。有關增加為本
期間萬聖節產品生產成本增加。

毛利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毛利為117.4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的87.5百萬港元增加
29.9百萬港元或34.1%，主要由於毛利相對較低的辮子產品銷售額大幅增加。於本
期間，本集團的毛利率為21.4%，較2020年同期的23.8%減少2.4%。

假髮、假髮配件及其他。假髮、假髮配件及其他的毛利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61.2百萬港元增加26.5百萬港元至本期間的87.8百萬港元，增幅為
43.2%。假髮、假髮配件及其他的毛利率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0.7%
減至本期間的19.1%，主要由於利潤率相對較低的辮子產品銷售額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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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檔人髮接髮產品。高檔人髮接髮產品的毛利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19.0百萬港元增加3.8百萬港元至本期間的22.7百萬港元，增幅為19.8%。高
檔人髮接髮產品的毛利率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6.9%減至本期間的
33.4%，這是由於本期間生產雜項開支總額較上升的銷售額大幅增加所致。

萬聖節產品。萬聖節產品的毛利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7.3百萬港元減
少0.4百萬港元至本期間的6.9百萬港元，減幅為5.8%，這與本期間該分部的收入
減少一致。萬聖節產品的毛利率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3.5%減至本期
間的31.7%，主要由於本期間萬聖節產品的生產總成本增加。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2百萬港元增加0.1百萬港元至本期間
的2.3百萬港元，增幅為8.3%，主要由於本期間倉庫租金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及虧損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虧損7.6百萬港元減少4.2百萬港
元至本期間的虧損3.4百萬港元，減幅為54.8%。其他收益及虧損主要包括本期間
以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的虧損1.8百萬港元及
因償還港元銀行貸款所產生的外匯兌換虧損1.8百萬港元。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減值虧損

於本期間，本集團就貿易應收款項撥回減值撥備0.9百萬港元（2020年：本集團計
提1.7百萬港元）。

分銷及銷售開支

分銷及銷售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5.2百萬港元增加1.9百萬港元至
本期間的7.0百萬港元，增幅為35.8%，主要由於本期間就銷售而產生的運輸開支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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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57.9百萬港元增加8.2百萬港元至本期
間的66.1百萬港元，增幅為14.2%，主要由於本期間薪資報酬及租金、差餉及政府
差餉增加所致。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0.2百萬港元增加0.2百萬港元至本期間
的0.4百萬港元，增幅為70.9%，主要由於本期間作出的捐款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0.1百萬港元增加1.2百萬港元至本期
間的11.3百萬港元，增幅為12.0%。於本期間，本集團按合資格資產成本將銀行借
款利息3.6百萬港元資本化（2020年6月30日：6.5百萬港元）。倘無該資本化，本
期間融資成本較2020年同期減少1.6百萬港元，減幅為9.8%，主要由於銀行借款
資本化利息減少所致。

稅項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稅項0.6百萬港元增加1.1百
萬港元或204.3%至本期間的稅項1.7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就於中國及孟加拉的營
運撥備的所得稅所致。所得稅開支包括本期間的遞延稅項撥回0.1百萬港元（2020
年：包括遞延稅項0.1百萬港元）。

純利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純利為30.8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的6.5百萬港元增加24.3百
萬港元或369.8%，主要由於全球COVID-19疫情獲得控制，利潤率較高的人髮接
髮產品及蕾絲產品的需求及銷售逐漸恢復，因本期間的有利市況，相較於2020年
同期，自2020年下半年以來持續於本期間餘下時間辮子產品需求仍維持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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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銀行結餘、有抵押銀行存款及現金從2020年12月31日的192.2百萬港元
增加至2021年6月30日的196.9百萬港元，增幅為2.4%。於本期間，現金及銀行結
餘的增加主要歸因於銀行於本期間延長償還銀行貸款及貿易融資的措施所致。

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從2020年12月31日的300.3百萬港元減少至2021年
6月30日的281.2百萬港元，減幅為6.4%。該減少主要歸因於若干客戶提前結算導
致貿易應收款項減少所致。

借款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為800.6百萬港元，其中163.7百萬港元仍
未使用。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等於計息債務總額（包括有抵
押銀行借款及融資租賃承擔）除以權益總額）為76.2%，而於2020年12月31日為
88.7%。本集團認為其有充足財務資源滿足其承諾與營運資金要求。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於本期間，本集團花費約13.3百萬港元（包括撥充資本為合資格資產成本的銀行借
款利息3.6百萬港元）購置固定資產，而於2020年同期花費19.4百萬港元（包括撥
充資本為合資格資產成本的銀行借款利息6.5百萬港元），主要鑑於與全球經濟自
COVID-19疫情復甦有關的不可預測性而收緊的資本花費。於2021年6月30日，本
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為1.0百萬港元（2020年12月31日：1百萬港
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銷售及採購以外幣（如美元及人民幣）計值，因此，本集團面臨外幣風
險。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及孟加拉經營，且其於該等地區的經營開支分別以人民幣
及孟加拉塔卡計值，而本集團的絕大部分銷售均以美元結算。由於本集團於孟加
拉的產量增加（於本期間孟加拉工廠所得收入佔比增至97.7%（2020年6月30日：
96.1%））且美元為於孟加拉及香港經營使用的主要外幣，故本集團對美元的使用
量已整體提高。然而，董事會認為，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面臨貨幣風險
的可能性極低。本集團估計，孟加拉塔卡或人民幣升值1%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毛利
率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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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存在若干尚未到期的外幣遠期合約以買入美元，以對沖美元匯
率的任何波動。

或有負債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資產抵押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由以下各項提供擔保：

(a) 本集團約121.8百萬港元的銀行存款抵押（2020年：122.0百萬港元）；

(b) 本集團於香港約85.9百萬港元的土地、樓宇以及停車場（2020年：85.9百萬港
元）；

(c) 於中國及孟加拉的若干附屬公司資產的不抵押保證；及

(d) 本集團以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若干金融資產。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共僱用29,690名僱員，而於2020年6月30日則為19,829
名僱員。

於本期間的僱員開支總額為190.9百萬港元（包括本公司根據其於2017年12月11
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而授出股份獎勵有關的僱員服務價值約
0.1百萬港元），而2020年同期為132.1百萬港元（包括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而授出股
份獎勵有關的僱員服務價值0.6百萬港元）。本集團根據香港法例第485章《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所有符合資格的僱員設立一項定額供款的退休計劃。本集團
於中國工廠的僱員參與中國政府運作的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就於孟加拉的僱
員而言，本集團目前無須繳納任何強制性社會保險供款，但彼等受本集團在孟加
拉的各個附屬公司運作且自行管理的公積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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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2017年6月19日，購股權計劃獲本公司採納，董事會可藉此以其認為合適的條
款絕對酌情決定向本集團任何僱員（全職或兼職）、董事、諮詢師或顧問，或本集
團任何主要股東，或本集團任何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客戶、商業夥
伴或服務供應商授出購股權，用於認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於2021年6月30日，概無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

股份獎勵計劃

本公司於2017年12月11日採納了本集團僱員有權參與的股份獎勵計劃。

股份獎勵計劃的具體目標為(i)認許本集團若干僱員的貢獻並向其提供獎勵，以挽
留該等僱員，維持本集團的持續經營及發展；及(ii)吸引合適人才，促進本集團進
一步發展。

股份獎勵計劃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十七章項下的購股權計劃或購股權計劃的類似安排。

股份獎勵計劃自其採納日期起有效期10年。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可發行的股份之最
高數目為6,150,000股，即其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股份獎勵計劃的詳情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2月11日的公告中。

獎勵股份已分三批歸屬予經甄選參與者，1,333,000股股份已於2018年7月歸屬、
1,735,000股股份已於2019年7月歸屬及1,910,667股股份已於2020年7月歸屬。

於2021年6月30日，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合共持有355,333股股份，其中250,000
股股份仍未獲歸屬，及105,333股股份仍未授出或已失效。未授出或已失效之股份
留作信託基金，並將作日後授出股份獎勵用途。

於2021年7月5日，本公司向本集團僱員（並無人士為董事）授出合共105,333股股
份。該等股份歸屬日期為2021年10月6日。

獎勵股份將於下批歸屬予經甄選參與者，250,000股股份將於2021年7月獲歸屬。
於2021年7月13日，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於該等股份獲歸屬予一名董事時轉移合
共250,000股股份。



25

所持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未來計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i)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或任何重大收
購或出售事項；及(ii)董事會並無就於2021年6月30日的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
的添置授權任何計劃。

期後重大事項

本集團於期後的重大事項如下：

(a) 於2021年7月5日，本集團與一間關聯公司簽訂補充協議，該協議列明於
2021年7月5日後來自該關聯公司的任何墊款將由免息轉變為負擔固定年利率
4.5%。

(b) 於2021年7月5日，本集團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向本集團若干僱員（並無人士為
董事）授出105,333股股份。該等股份將於2021年10月6日獲歸屬。

中期股息

基於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686,082,000股，董事會就本期間宣派中期股息
每股股份1.3港仙（2020年6月30日：無宣派中期股息），合共約為8.9百萬港元。

於本期間的中期派息比率為29.0%（2020年：中期派息比率為零）。

中期股息將於2021年9月21日（星期二）向於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的股東，本公司將於2021年9月9日（星期四）至2021
年9月13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
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股東如欲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
股票必須於2021年9月8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
和中心54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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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認為，良好的企業管治標準至
關重要，可為本集團提供維護股東利益、提升企業價值、制定業務策略及政策，
以及增強其透明度及問責性之框架。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
載之原則。董事會認為，於本期間內，除守則條文第A.2.1條所規定的主席與行政
總裁的角色應有所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外，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中的所有守則條文，有關第A.2.1條之詳情如下文所載：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所區分，
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然而，執行董事張有滄先生目前於本公司兼任該兩個職
位。考慮到本公司的營運及管理架構的現狀，本公司認為委託張先生（本公司核
心領導人，主要負責業務策略、決策及營運）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能
實屬適合。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可令本集團受
惠於貫徹一致的領導，並確保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規劃更為高效及符合效益。考慮
到董事的背景及經驗以及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人數，董事會認為現有安排的
權力及權限制衡將不會受影響，而此架構將使本公司可迅速及有效作出及實施決
策。

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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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徵詢
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本期間內，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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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委員會審閱的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與董事會及本公司外部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
會計師行已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確信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編製，並公平
呈列本集團於本期間的財務狀況及業績。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刊發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epfhk.com)。載
有根據《上市規則》所要求的全部資料的本公司本期間的中期報告，將刊發於上述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並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訓修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張有滄

香港，2021年8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有滄先生、郭猶龍先生、陳國強先生、許榮基先
生、賈子英女士及李炎波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劉裔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劉業強先生、冼漢廸先生、司徒毓廷先生及張少華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