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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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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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599）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業績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510,436 539,758
銷售成本 4 (303,706) (328,954)  

毛利 206,730 210,804
其他收入 3 3,632 1,223
其他虧損，淨額 3 (4,110) (2,232)
分銷成本 4 (104,228) (111,926)
行政開支 4 (79,876) (77,563)  

經營溢利 22,148 20,306
財務收益 136 76
財務費用 (5,895) (1,033)  

財務費用，淨額 5 (5,759) (95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389 19,349
所得稅開支 6 (5,063) (4,264)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年度溢利 11,326 1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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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
 匯兌虧損 (1,369) (2,201)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持作自用物業重估赤字 (9,150) (465)
有關重估持作自用物業之稅項影響 1,509 77  

年度其他全面虧損，除稅後 (9,010) (2,589)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年度全面收益合計 2,316 12,496  

每股溢利（以每股港仙為單位）
 — 基本及攤薄 8 1.89港仙 2.5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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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5,057 194,722
 使用權資產 72,188 –
 投資物業 31,600 34,7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6,458 4,767
 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及其他應收款 9 6,163 14,396  

291,466 248,585  

流動資產
 存貨 144,870 169,546
 可收回本期所得稅 1,400 7,983
 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及其他應收款 9 153,822 124,161
 合約資產 9 3,629 3,67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3,434 66,365  

387,155 371,732  

總資產 678,621 620,317  

權益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
 股本 60,060 60,060
 儲備 390,117 402,816  

總權益 450,177 46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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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0 34,544 38,655
 合約負債 10 77,189 54,118
 衍生金融負債 807 576
 租賃負債 33,617 –
 借款 10,656 36,587
 本期所得稅負債 4,642 3,047  

161,455 132,983  

非流動負債
 其他撥備 3,500 2,500
 租賃負債 43,929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560 21,958  

66,989 24,458  

總負債 228,444 157,441  

總權益及負債 678,621 6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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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的規定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依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並已就持作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及衍生金融工具之重估作出調整，按其公允
值列賬。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重要會計估計，亦須管理層在應用
本集團會計政策時行使其判斷。

(a) 下列各項新準則及準則修訂本乃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
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註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正、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預付款特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年度改進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本集團須改變
其會計政策。採納上述其他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綜合財務報表並無
重大影響。

(b) 已頒佈惟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之新準
則及準則修訂本：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對沖會計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之間之資產出售或出資

尚待釐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一日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二零一八年） 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管理層正評估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之影響，惟現階段未能說明該等準則會否導致
本集團主要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呈列方式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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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本附註闡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影響。

誠如上文附註1(a)所述，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惟如準則之具體過渡條文所許可，二零一九年報告期比較數據不予重列。產生自
新租賃規則之重新分類及調整因此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年初結餘
確認。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確認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原則
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相關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現值計量及按於二零
一九年四月一日之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貼現。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適用於租賃負債
之加權平均承租人借款利率為4.3%。

就過往分類為融資租賃之租賃而言，本集團確認緊接過渡前之租賃資產及租賃負債賬面
值為於首次應用日期之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賬面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計量
原則僅於該日期後應用。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應用準則許可之可行權宜方法：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之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及

• 剩餘租期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少於12個月之經營租賃入賬為短期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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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所披露之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經營租賃承擔及於二
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日期）於年初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
之租賃負債對賬如下：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所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138,160 

於首次應用日期使用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貼現 125,643

減：按直線基準確認為開支之短期租賃 (7,660)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確認之租賃負債 117,983 

其中為：
 流動租賃負債 37,965

 非流動租賃負債 80,018 

117,983 

相關使用權資產按等同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經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於綜合財務
狀況表確認之租賃相關之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調整。於首次應用日期，並無須對使
用權資產予以調整之繁苛租約。

已確認使用權資產與下列類別資產相關：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物業 116,516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會計政策變動影響下列綜合財務狀況表項目：

• 使用權資產 — 增加116,516,000港元

•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減少1,797,000港元

• 應計費用 — 減少3,264,000港元

• 租賃負債 — 增加117,98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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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其他收入、其他虧損，淨額及分部資料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貨品銷售 460,966 479,501

合約收益 49,470 60,257  

510,436 539,758  

收益確認時間
 — 某一個時間點 460,966 479,501

 — 隨時間 49,470 60,257  

510,436 539,758  

其他收入
租金收入 903 896

其他 2,729 327  

3,632 1,223  

其他虧損，淨額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 遠期合約 (1,491) (2,771)

 — 其他匯兌收益 2,159 1,947

投資物業的公允值虧損 (3,100) (1,400)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31) (8)

出售使用權資產虧損 (1,647) –  

(4,110) (2,232)  

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為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管理層已根據執行董事就分
配資源及評估業績表現所審閱之資料確定經營分部。

本集團之可匯報經營分部如下：

— 建築五金、衛浴設備及其他分部 — 進口、批發及零售建築五金、衛浴設備及其他

— 廚房設備及傢俬分部 — 設計、進口、批發、零售及安裝廚房設備及傢俬

本集團用於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報告分部業績之計量政策，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其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政策一致。

執行董事根據毛利的計量評估經營分部的業績。由於執行董事並非定期審閱其他經營收
益及開支資料，故其他經營收益及開支不獲分配至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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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但不包括可收回本期所得稅、遞延所得稅資產、投資物業、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與本集團的寫字樓物業有關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以及其他
企業資產，該等資產被集中管理，且並非直接歸屬於任何營運分部之商業活動。

分部負債包括所有負債，但不包括本期及遞延所得稅負債、借款（不包括信託收據貸款）、
衍生金融負債、租賃負債及其他企業負債，該等負債被集中管理，且並非直接歸屬於任
何營運分部之商業活動。

二零二零年
建築

五金、衛浴
設備及其他

廚房設備
及傢俬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對外客戶分部收益 389,393 121,043 510,436
可匯報之分部銷售成本 (217,274) (86,432) (303,706)   

可匯報之分部毛利 172,119 34,611 206,73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972) (5,148) (8,120)
使用權資產折舊 (21,745) (15,943) (37,688)

過時存貨撥備撥回 3,337 2,908 6,245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298,902 157,320 456,222
年度內非流動分部資產之添置 13,766 11,084 24,850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72,146 123,369 195,515   

二零一九年
建築

五金、衛浴
設備及其他

廚房設備
及傢俬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對外客戶分部收益 390,722 149,036 539,758

可匯報之分部銷售成本 (225,889) (103,065) (328,954)   

可匯報之分部毛利 164,833 45,971 210,80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86) (4,090) (6,976)

過時存貨（撥備）╱撥備撥回 (751) 2,882 2,131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305,997 96,060 402,057

年度內非流動分部資產之添置 2,618 15,376 17,994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74,219 43,797 118,016   



– 10 –

本集團可匯報之經營分部合計資料與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主要財務數值對賬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分部毛利 206,730 210,804  

集團毛利 206,730 210,804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456,222 402,057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367 104,091
使用權資產 3,863 –
投資物業 31,600 34,7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6,458 4,767
可收回本期所得稅 1,400 7,9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3,434 66,365
其他企業資產 277 354  

集團資產 678,621 620,317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195,515 118,016

借款 3,450 13,345
本期所得稅負債 4,642 3,047
衍生金融負債 807 576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560 21,958
租賃負債 3,943 –
其他企業負債 527 499  

集團負債 228,444 157,441  

按地區呈列的資料

對外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
（不包括金融資產及
遞延所得稅資產）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496,997 514,415 272,775 225,474
中國 13,439 25,343 6,070 3,948    

總計 510,436 539,758 278,845 229,422    

客戶地區位置根據交付貨品所在位置而定。非流動資產之地區位置則根據該資產之實際
位置而定。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益中68,214,000港元或約13%來自單一對
外客戶。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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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支分類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福利支出 75,151 77,589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1,980 2,368
 — 非核數服務 185 148
存貨成本 285,049 304,992
折舊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313 13,086
折舊 — 使用權資產 41,551 –
短期租賃開支（二零一九年：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支出） 8,572 53,774
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105 103
過時存貨撥備撥回 (6,245) (2,131)  

5. 財務費用，淨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成本
銀行借款 1,298 1,033
租賃負債利息 4,597 –  

5,895 1,033

財務收入
利息收入 (136) (76)  

財務費用，淨額 5,759 957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以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九年：16.5%）計提撥備。估
計應課稅溢利之海外溢利之稅項於期內按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7,588 5,511
中國企業所得稅 11 236
往年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86 (248)  

即期稅項總額 7,685 5,499
遞延稅項 (2,622) (1,235)  

所得稅開支 5,063 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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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a) 於本年度宣佈及派發之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九年之末期股息每股1.5港仙
 （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之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 9,009 15,015

二零二零年之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
 （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之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 6,006 6,006  

15,015 21,021  

(b) 年度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二零一九年：1港仙） 6,006 6,006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一九年：1.5港仙）（附註） 3,003 9,009  

9,009 15,015  

附註： 董事於報告日後建議派發末期股息。該擬派股息（有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上批准）並無反映為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應派股息。

8. 每股溢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除以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股數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 11,326 15,085  

已發行普通股股數（千股） 600,600 600,600  

(b) 攤薄

由於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
薄溢利與每股基本溢利相同（二零一九年：相同）。



– 13 –

9. 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其他應收款及合約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其他應收款及合約資產資料載列
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38,986 112,985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626) (630)  

138,360 112,355

應收保留款 3,478 3,790
減：應收保留款減值撥備 (252) (269)  

141,586 115,876

合約資產 3,629 3,677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18,399 22,681  

163,614 142,234
減：非即期部分
 應收保留款 (779) (3,477)
 按金及預付款 (5,384) (10,919)  

即期部分 157,451 127,838  

所有非即期部分之應收款將於其報告日屆滿起計五年內到期。應收賬款於報告日之賬齡
（以發票日計算）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90天 75,183 78,091
91至365天 50,627 21,931
超過365天 13,176 12,963  

138,986 112,985  

本集團之銷售信貸期大部分為30至90天，而部分客戶的信貸期可獲延長至最多120天。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簡化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有關虧損使用所有應收
賬款及應收保留款以及合約資產全期預期虧損撥備。

呆賬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結餘 899 923
匯兌差異 (21) (24)  

年終結餘 878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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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就客戶拖欠還款而確認的呆賬減值撥備為878,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899,000港元），董事預期該等未收款項將悉數無法收回。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二零
一九年：相同）。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約負債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22,815 27,30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1,729 11,349

合約負債 77,189 54,118  

111,733 92,773  

應付賬款於報告日之賬齡（以發票日計算）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天 19,665 26,696

91至365天 2,567 605

超過365天 583 5  

22,815 27,306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二零
一九年：相同）。

11. 財務狀況表日期後事項

a.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之影響（「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

在二零二零年初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後，不少國家一直實施
一系列預防及控制措施。疫症大流行已對本集團日常營運造成干擾，繼而可能影響
本集團在二零二零年之業務及財務業績。截至本公告日期，整體財務影響尚未能可
靠完整估計，且須待進一步評估。本集團將密切留意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趨勢，並評
估其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之影響。

b. 主要交易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本 集 團 已 與 獨 立 第 三 方 訂 立 臨 時 協 議，按 代 價
68,500,000港元購買位於香港之一項物業。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已與
賣方訂立正式協議。於本公告日期，該交易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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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從事進口、批發、零售及安裝建築五金、衛浴、廚房設備及傢俬。

本集團的業務審視及分析本集團年內表現的財務關鍵表現指標，已載於管理
層討論與分析；而其他詳情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此外，本集團環
境政策及表現的討論、有關僱員、客戶、供應商及對本集團成功有重要關係
的說明，將載於二零二零年年報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內。

本公司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
列之守則條文之詳情將載於二零二零年年報企業管治報告內。除本公告所披
露者外，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證券
及期貨條例以及開曼群島公司法的規定。

在下半年，數月以來的抗議活動及中美貿易戰使香港近十年來首次陷入衰退。
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香港經濟繼上季（二零一九年最後一季）下降3%後，在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較同期收縮8.9%。香港社會動盪及中美爭議持續，展望不
久獲得解決未見樂觀。現時，加上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正威脅
香港經濟進一步惡化。

收益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總營業額為510.4百萬港元，較
去年減少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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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

對外客戶收益 佔銷售額百分比 (%)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建築五金、衛浴設備及其他 389,393 390,722 (0.3) 76.3 72.4
廚房設備及傢俬 121,043 149,036 (18.8) 23.7 27.6     

510,436 539,758 (5.4) 100.0 100.0     

按業務分部劃分之盈利能力

可匯報之分部毛利 毛利率 (%)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建築五金、衛浴設備及其他 172,119 164,833 4.4 44.2 42.2
廚房設備及傢俬 34,611 45,971 (24.7) 28.6 30.8   

206,730 210,804 (1.9) 40.5 39.1   

建築五金、衛浴設備及其他分部收益較去年輕微下降0.3%至389.4百萬港元（二
零一九年：390.7百萬港元）。雖然2019冠狀病毒病導致供應鏈出現輕微中斷情況，
各建築項目之進度仍維持穩定。年度內，我們為利奧坊 •曦岸、嘉峯匯、Sea to 
Sky及Wetland Seasons Park等項目提供產品。

廚 房 設 備 及 傢 俬 分 部 收 益 較 去 年 減 少18.8%至121.0百 萬 港 元（二 零 一 九 年：
149.0百萬港元）。財富效應減弱，降低對住宅項目高檔廚櫃之需求。2019冠狀
病毒病爆發以及隨之而來的社交距離及悲觀消費意欲，均已打擊集團在高檔
廚房及傢俬零售方面之表現。年度內，我們為傲玟等項目提供產品。

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為206.7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210.8百萬港元），較去年減
少1.9%。整體毛利率由39.1%微升至40.5%。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為22.1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20.3百萬港元），較去年增長9.1%。
行政開支及分銷成本減少2.8%至184.1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89.5百萬港元）。
本集團於去年有單次的旗艦店搬遷，導致行政開支及分銷成本增加；本年度
並無發生類似的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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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財務管理政策拓展在香港及中國之業務。流動比率及速
動比率分別為2.4（二零一九年：2.8）及1.5（二零一九年：1.5）。於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83.4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66.4百萬港元）。

存貨輕微減少至144.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69.5百萬港元）。應收賬款、應收
保留款及其他應收款增加至160.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38.6百萬港元），而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則減少至 34.5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38.7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債項淨額除以總權益）為1.1%。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淨現金狀況，資產負債比率並不適用。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有息借款減少至10.7百萬港元（二零一九
年：36.6百萬港元）。

財務政策

借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元（「港元」）及歐羅計值。於本年度，本集團
訂立若干遠期合約，買入歐羅以結付採購。管理層將不時監察本集團面對之
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我們致力有效管理現金流量及資本承擔，確保具備充足資金應付現行及未來
的現金需求。我們在依期履行付款責任方面未曾遭遇任何困難。於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向客戶發出履約保證約31.7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
20.0百萬港元）作為合約擔保。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其他
重大財務承擔及或然負債。

財務狀況表日期後事項

(a)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之影響（「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

在二零二零年初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後，不少國
家一直實施一系列預防及控制措施。疫症大流行已對本集團日常營運造
成干擾，繼而可能影響本集團在二零二零年之業務及財務業績。截至本公
告日期，整體財務影響尚未能可靠完整估計，且須待進一步評估。本集團
將密切留意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趨勢，並評估其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經營
業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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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交易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本集團已訂立臨時協議，按代價68,500,000港
元購買位於香港之一項物業。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已訂立
購買物業之正式協議。於本公告日期，該交易尚未完成。

未來展望

美國和中國的貿易爭議，以及今年2019冠狀病毒病於全球肆虐，使中美兩國
的經濟衝突更為顯著。疫症使中美關係愈加複雜，美國警告會取消對香港的
特殊貿易地位，使香港能否保持全球貿易、商業及金融樞紐的地位帶來不確
定因素。整體而言，兩國關係長期緊張，對香港不利。在逆境保持佳績，香港
企業將無可避免必須重塑並適應四周商業環境。面對經濟衰退及需求疲弱，
我們會作好準備，以應對經濟下滑；並調整業務，增加企業韌性。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中美之間爭議持續、香港社會動盪以及2019冠狀病毒病
於全球大流行，均已嚴重影響營商氣氛及消費者信心，削弱本地需求。經濟
衰退加劇，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實質大幅收縮。毫無疑問，其他
國家封鎖措施程度不一，預期將影響其各自之經濟表現，進而影響今年香港
的經濟。由於香港政府陸續推行大規模抒困措施，旨在穩定就業及刺激本地
需求，故可能會減慢香港經濟下行速度。該等抒困措施對本集團業務之影響
尚待觀察。

雖然外圍及本港市場出現波動，惟香港的住屋需求有望維持穩定。根據政府
統計數據，私人住宅供應將逐步增加。考慮到受上述因素影響之市場趨勢後，
我們將一如既往，繼續善用在產品範疇之優勢及與具規模的發展商之關係，
並透過相應調整策略應對不斷改變之市場環境。

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已根植於本集團業務營運中，致力與持份者在經濟、環境
及社會層面上創造可持續價值。本集團為此制定了一項可持續發展政策，帶
領其在業務增長、環境保護、僱傭及勞工常規、營運慣例及社區參與等領域
以最佳的方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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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之詳情將載於二零二零年年報。本集團的環境及社會
政策概述如下：

環境

本集團致力將污染程度減至最低，透過保育天然資源、減少使用能源及製造
廢物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我們首先以負責任之態度進行商業活動，並在經
營業務時考慮對環境的影響。我們積極向員工灌輸環保意識，鼓勵員工在可
能及切實可行之情況下貫徹環保原則。我們致力為可持續未來及全球環境和
諧盡一分力。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152名（二零一九年：161名）。

本集團相信集團之成就、長遠增長及發展，有賴員工之質素、表現及承擔。我
們致力為員工提供平等機會、知人善任、讓員工發揮所長及完善他們的事業。
此外，我們時刻謹記對所有員工一視同仁。我們亦致力提供健康及安全的工
作環境，並提倡工作與生活平衡。

客戶

本集團致力成為優質建築五金、衛浴、廚房設備及傢俬供應商。我們因應客
戶之生活方式供應產品，切合客戶所需，務求提升本集團之品牌價值。我們
著重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以滿足客戶需要，讓客戶領略我們貫徹「誠懇」及「質
素」之宗旨；透過為集團建立品牌價值及信譽取信於客戶，令本集團與客戶建
立堅固關係，為日後發展作好準備。

供應商

我們重視供應商之營運政策（包括但不限於僱傭措施、產品責任及反貪污政策）。
我們定期到工廠實地視察，以檢查彼等之生產能力、技術能力、質量控制系統、
生產設備、檢測能力以及人員質素。於挑選安裝分包商時，我們考慮多項因素，
例如價格、過往表現、項目規模、技術能力、環保記錄、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
標準。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妥善保障及提升其股東利益。

企業管治報告之詳情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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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有守則條文，惟以下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C.2.5，本公司應設立內部審核職能。基於目前經營規模，本公司
並無內部審核部門。董事會直接負責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及
檢討其成效。董事會將因應本集團發展之需要，每年至少一次，不斷檢視此
安排。

遵守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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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個
別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股息

董事會已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每股1
港仙（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1港仙），合共6,006,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006,000港元）。

董事會議決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上，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5港仙（截
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1.5港仙）（「末期股息」），合共3,003,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9,009,000港元）。

倘獲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正式批准，末期股息將派付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
十六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分別在開曼群島或香港存置之主要股東名
冊或股東登記分冊（統稱「股東名冊」）之股東，而該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十月
十四日派發。

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
候按上市規則規定刊發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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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下列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a) 為確定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名單，本公司將
由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擬獲得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
必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
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
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b) 為確定符合資格收取末期股息之股東名單，本公司將由二零二零年九月
十五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凡擬獲派發末期股息者，必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四日下午四
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卓佳雅柏勤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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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
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目前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溫思聰先生（主席）、
黃華先生及陸宏廣博士。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
原則及常規，並討論審核、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財務匯報等事項，包括審閱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初步業績公告所載有關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全面收益
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初稿所列載數額核對一
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
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未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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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財務資料

本業績公佈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ebon.com.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
站（http://www.hkexnews.hk）。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並於上述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謝新法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四日

網址：www.ebon.com.hk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謝新法先生、
謝新偉先生、謝新寶先生、謝漢傑先生及劉紹新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黃華先生、溫思聰先生及陸宏廣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