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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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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77）

申酉控股有限公司
SHEN YOU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
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
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
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申酉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
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其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備，且無誤導或欺
詐成分，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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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均以港元（「港
元」）列示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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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4 20,129 18,387 36,064 32,573
銷售成本 (17,486) (15,526) (31,397) (27,186)    

毛利 2,643 2,861 4,667 5,387
其他收入及增益 5 4,088 406 5,322 1,17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708) (1,888) (3,081) (3,370)
行政開支 (6,368) (6,438) (13,404) (11,535)
其他開支 (688) (1,165) (1,209) (1,803)
融資成本 6 (149) (185) (283) (329)
商譽減值虧損 – – – (11,128)    

除稅前虧損 7 (2,182) (6,409) (7,988) (21,602)

所得稅開支 8 – – – –    

期內虧損 (2,182) (6,409) (7,988) (21,602)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 (2,182) (6,409) (7,988) (21,602)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10
基本及攤薄 
（以每股港仙列示） 0.53 1.80 1.95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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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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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虧損 (2,182) (6,409) (7,988) (21,602)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2,762) 894 (2,523) 43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已扣除稅項） (2,762) 894 (2,523) 43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4,944) (5,515) (10,511) (21,171)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4,944) (5,515) (10,511) (2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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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6,829 7,814
投資物業 4,361 4,361
使用權資產 2,211 3,38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5,253 5,253
生物資產 12 12,831 7,059
商譽 6,683 6,683  

非流動資產總值 38,168 34,553  

流動資產
存貨 13 10,555 14,050
生物資產 37,890 10,512
應收交易款項 14 16,836 16,027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5 22,727 18,567
可收回稅項 2,249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438 27,277  

流動資產總值 119,695 86,433  

流動負債
應付交易款項 16 31,919 7,39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7 7,878 11,175
借款 18 32,695 5,809
租賃負債 2,392 2,818
應付稅項 – 804  

流動負債總額 74,884 27,997  

流動資產淨值 44,811 58,43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2,979 9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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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99 1,224  

非流動負債總額 599 1,224  

資產淨值 82,380 91,765  

權益
股本 19 20,457 20,457
儲備 61,923 71,308  

權益總額 82,380 9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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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法定

盈餘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

波動儲備 累計虧損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2,000 68,392 (1,000) 5,670 – 10,127 (49,581) 45,608        

期內虧損 – – – – – – (21,602) (21,602)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 – – – – – – –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 431 – 431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 – 431 (21,602) (21,171)        

就收購事項發行代價股份 3,372 22,256 – – – – – 25,628
根據一般授權發行新股份 2,400 11,521 – – – – – 13,921
以權益支付購股權開支確認 – – – – 1,155 – – 1,15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7,772 102,169 (1,000) 5,670 1,155 10,558 (71,183) 65,14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0,457 130,674 (1,000) 5,670 1,155 11,631 (76,822) 91,765        

期內虧損 – – – – – – (7,988) (7,988)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 (2,523) – (2,523)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2,523) (7,988) (10,511)        

以權益支付購股權開支確認 – – – – 1,126 – – 1,126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0,457 130,674 (1,000) 5,670 2,281 9,108 (84,810) 8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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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除稅前虧損 (7,988) (21,602)
調整：
融資成本 6 283 329
銀行利息收入 5 – (1)
商譽減值虧損 – 11,128
購股權開支 7 1,126 1,155
使用權資產折舊 7 1,172 885
固定資產折舊 7 920 84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7 65 828
生物資產的公允值增益 7 (2,795) –  

(7,217) (6,437)

存貨減少╱（增加） 3,495 (1,947)
應收交易款項（增加）╱減少 (809) (6,604)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增加 (4,160) (4,738)
生物資產增加 (30,355) –
應付交易款項增加 24,528 1,94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減少）╱增加 (3,297) 5,181  

經營所用現金 (17,815) (12,601)
已收利息 – 1
已付利息 (283) (329)
已付稅項 (3,053) (279)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21,151) (13,208)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 (9,124)
收購附屬公司 – (17,811)
償還租賃負債 (1,051) (1,048)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051) (2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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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新增借款 27,000 6,881
償還借款 (114) –
就收購事項發行新股份 – 25,628
根據一般授權發行新股份 – 13,921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26,886 46,4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4,684 5,23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277 11,918
匯率變動的影響，淨額 (2,523) 43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438 1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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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期內主要從事縫紉線和各類服裝輔料生產及
貿易，提供室內設計及裝飾服務，以及馬匹服務。

董事認為，本集團最終控股公司為 Three Gates Investment Limited，乃於英屬處女群島（「英
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黃國偉先生控制。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擁有其附屬公司的直接及間接權益，該等附屬公司均為私營有
限公司（或倘於香港境外註冊成立，擁有於香港註冊成立私營公司之大致類似性質），
詳情載列如下：

名稱
註冊成立╱註冊
及經營地點

已發行普通╱
繳足╱註冊
股本面值

本公司
應佔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直接 間接

Strat Tech Holdings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申酉（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000港元 100% – 投資控股

至裕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 45,000,000港元 – 100% 縫紉線和各類服裝輔料 
貿易

新中港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 30,000,000港元 – 100% 縫紉線貿易

研衣人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暫無業務

置富健有限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縫紉線和各類服裝輔料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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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註冊成立╱註冊
及經營地點

已發行普通╱
繳足╱註冊
股本面值

本公司
應佔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直接 間接

廣州新華線業有限公司*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中國內地

56,250,000港元 – 100% 縫紉線和各類服裝輔料
生產及貿易

申酉辰鑫企業（上海）有限公司* 中國╱中國內地 5,000,000港元 – 100% 投資控股

杭州新裕線業有限公司 中國╱中國內地 人民幣500,000元 – 100% 縫紉線和各類服裝輔料
貿易

鑽銘有限公司 香港 300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沛銘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1港元 – 100% 提供室內設計、裝修及
裝飾服務

Better Dynasty Limited 香港 10,000港元 100% – 投資控股

維港馬業有限公司 香港 100港元 – 100% 投資控股

Thrill Rank Company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Harbour Equine Pty Ltd 澳洲 100澳元 – 100% 馬匹育種

Harbour Stallion Pty Ltd 澳洲 100澳元 – 100% 馬匹育種

維港競馬有限公司 香港 100港元 100% – 馬匹管理服務

* 根據中國法律註冊為外商獨資企業。

2. 編製基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統稱為「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的所有適用披露規定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規定的適用披露。

此等本集團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
資料和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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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此等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和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斷定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
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4.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定期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報告以供彼等就本集團業務組成部分的資源分配作
出決定及檢討該等組成部分表現的內部財務資料，識別其經營分部及編製分部資料。

本集團有如下三個呈報分部：

縫紉線生產及銷售 — 優質縫紉線和各類服裝輔料生產及銷售

室內設計及裝修 — 傢俱貿易以及提供室內設計及裝飾服務

馬匹服務 — 提供種馬服務、純種馬貿易及育種及其他馬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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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呈報分部損益的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縫紉線 

生產及貿易
室內設計及

裝修 馬匹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14,581 3,416 2,132 20,129    

業績
分部收益╱（虧損） 286 (256) 1,358 1,388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3,570)

除稅前虧損 (2,182)

所得稅開支 –

期內虧損 (2,182)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縫紉線

生產及貿易
室內設計及

裝修 馬匹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13,617 4,770 – 18,387    

業績
分部虧損 (2,239) (808) (111) (3,158)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3,251)

除稅前虧損 (6,409)

所得稅開支 –

期內虧損 (6,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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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縫紉線

生產及貿易
室內設計及

裝修 馬匹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26,599 7,259 2,206 36,064    

業績
分部虧損 (2,133) 12 159 (1,962)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6,026)

除稅前虧損 (7,988)

所得稅開支 –

期內虧損 (7,98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縫紉線

生產及銷售
室內設計及

裝修 馬匹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25,259 7,314 – 32,573    

業績
分部虧損 (3,868) (1,402) (111) (5,381)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16,221)

除稅前虧損 (21,602)

所得稅開支 –

期內虧損 (2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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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理位置（根據客戶及所提供服務的位置）劃分之收益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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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
中國 7,317 8,468 12,969 14,619
香港 3,125 4,547 8,524 9,024
海外 9,687 5,372 14,571 8,930    

20,129 18,387 36,064 32,573    

有關呈報分部資產及負債資料：

縫紉線生產及銷售 室內設計及裝修 馬匹服務 總計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51,103 42,482 23,522 26,709 60,147 21,457 134,772 90,648
未分配企業資產 23,091 30,338

綜合資產總額 157,863 120,986

負債
分部負責 (11,205) (13,949) (9,799) (11,487) (53,661) (3,038) (74,665) (28,474)
未分配企業負債 (818) (747)

綜合負債總額 (75,483) (2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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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增益

其他收入及增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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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及增益
銀行利息收入 – 1 – 1
匯兌增益（虧損）淨值 273 (231) 766 (38)
生物資產的公允值增益 2,795 – 2,795 –
租金收入總額 853 18 1,590 68
其他 167 618 171 1,145    

4,088 406 5,322 1,176    

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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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負債利息 42 89 99 151
銀行貸款利息及透支 107 96 184 178    

149 185 283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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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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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售存貨成本 12,366 11,281 22,901 20,768
固定資產折舊 353 434 920 841
使用權資產折舊 632 532 1,172 885
不計入租賃負債計量之租賃 
款項 152 133 206 240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薪酬） 5,777 4,925 10,898 9,987
購股權開支 1,126 1,155 1,126 1,155
外匯虧損╱（增益）淨額 (273) 231 (766) 38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65 527 65 828    

8. 所得稅

本集團須按實體基準就產生或源於本集團附屬公司註冊及經營所在司法管轄區的溢利
繳納所得稅。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
及英屬處女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於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作出撥備，惟本集團的
一間附屬公司為自二零二零年╱二零二一年課稅年度起生效的利得稅兩級制項下的合
資格實體除外。該附屬公司首2,000,000港元的應課稅溢利按8.25%繳稅，而餘下應課稅
溢利則按16.5%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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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所得稅法及相關規定，於中國內地經營之附屬公司須按應課稅收入的25%繳納
企業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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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 — 香港及中國內地 – – – –
遞延 – – – –    

稅項（抵免）╱支出 – – – –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10.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千港元） (2,182) (6,409) (7,988) (21,602)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 
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9,141,860 355,441,860 409,141,860 330,037,26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港仙） (0.53) (1.80) (1.95)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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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總計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的賬面淨值（經審核） 7,814
添置 –
出售 (65)
本期開支 (92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未經審核） 6,829 

12. 生物資產

本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在澳洲擁有優質種馬並提供馬匹育種服務，而本集團的另一家
附屬公司則在澳洲從事純種馬的飼養和買賣。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擁有權益的種馬及純種馬數量及價值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馬匹數量 千港元 馬匹數量 千港元

母馬 17 9,103 13 8,079
種馬 8 12,831 5 7,059
其他純種馬 47 28,787 6 2,433    

純種馬總數 72 50,721 24 1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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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存貨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2,659 3,299
在製品 2,285 2,369
製成品 5,611 8,382  

10,555 14,050  

14. 應收交易款項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應收交易款項（已扣除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足一個月 5,992 6,299
一至兩個月 3,503 4,937
兩至三個月 458 493
超過三個月 8,247 5,673  

18,200 17,402
減：信貸虧損撥備 (1,364) (1,375)  

16,836 1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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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預付款項 5,282 2,240
向供應商貸款 2,290 2,456
合約資產 2,516 2,823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243 15,655  

27,331 23,174
減：信貸虧損撥備 (4,604) (4,607)  

22,727 18,567  

16. 應付交易款項

於各報告期末，應付交易款項基於交易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足一個月 26,718 3,519
一至兩個月 1,297 1,577
兩至三個月 830 690
超過三個月 3,074 1,605  

31,919 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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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337 7,888
合同性義務 1,541 3,287  

7,878 11,175  

18. 借款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有抵押 906 1,004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4,789 4,805
短期貸款，有抵押 15,000 –
短期貸款，無抵押 12,000 –  

32,695 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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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按取決於市場的浮動利率計息且賬面值接近公允值。短期貸款按
固定利率計息。利率範圍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有抵押(i) P-1%至P-2.25% P-1%至P-2.25%

銀行透支，有抵押(i) P+1.75% P+1.75%

其他短期貸款，有抵押(ii) 24% –

其他短期貸款，無抵押 免息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銀行貸款、銀行透支
及短期貸款均為按要求償還。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借貸之實際年利率
介乎2.75%至24%。

於報告期末，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抵押資
產及擔保借款概述如下：

(i) 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的擔保方式為：

(a) 集團附屬公司董事提供的個人擔保：

(b) 集團附屬公司的建築物，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賬面值分別約為3,453,000港元及3,674,000港元；

(c) 集團附屬公司的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賬面值約為4,361,000港元；及

(d) 由集團附屬公司董事作出之存款押記，由銀行不時釐定。

(ii) 短期貸款的擔保方式為：

(a) 本公司董事提供的個人擔保。

(b) 本公司的所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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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股本

本公司於報告期內的股本變動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的普通股 50,000 50,000  

已發行並繳足：
於報告期初 20,457 12,000  

就收購事項發行新股份（附註1） – 3,372
根據一般授權發行新股份（附註2） – 2,400
根據一般授權發行新股份（附註3） – 2,685  

於報告期末 20,457 20,457  

附註1：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九日，本集團透過配發及發行合共67,441,860股每股價值0.05
港元的代價股份，完成收購於Diamond Motto Limited的100%股權，而本公司股份
於收購日期的收市價為0.38港元。

附註2：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本集團完成以每股認購股份0.30港元認購每股面值
0.05港元的24,000,000股新股份及以每股配售股份0.30港元配售每股面值0.05港元
的24,000,000股新股份。

附註3：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本集團完成以每股認購股份0.60港元認購每股面
值0.05港元的6,700,000股新股份及以每股配售股份0.60港元配售每股面值0.05港
元的47,000,000股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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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縫紉線和各類服裝輔料生產及貿易，提供室內設計、室內裝修
及裝飾服務及提供馬匹相關服務。

本集團現時生產主要用於服裝的滌綸線。本集團的重點產品為100%滌綸線。
本集團亦提供其他類型的縫紉線，包括滌綸長絲系列、高彈絲縫紉線及低彈絲。
本集團的客戶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及世界各地，包括阿拉伯聯
合酋長國（「阿聯酋」）、毛里裘斯及瑞士。本集團位於中國及香港的客戶主要為
服裝製造商，而海外客戶則主要為批發商。本集團的生產設施位於廣州荔灣區
（「廣洲生產基地」），縫紉線的製造流程均於該設施中進行。

就室內設計、裝修及裝飾服務業務線而言，本集團認為，香港及大灣區追求個
性與品味室內設計、裝修及裝飾的商業、居民及公共部門日益增加。因此，本
集團預期該業務線將促進當前業務組合多樣性，增加收入來源。

此外，本集團已收購優質母馬及部分種馬以進軍澳洲馬匹交易及育種業務。
作為本集團擴張種馬業務組合的一部分，我們已於澳大利亞收購最受矚目的
年輕種馬Extreme Choice的股份，其為冠軍種馬「Not A Single Doubt」之子，著名
的Hunter Valley Stallion農場Newgate的種馬，這些種馬迅速成為澳大利亞市場主
導力量。我們亦於冠軍馬匹Farnan（去年為2歲）退役到Kia Ora Stud時收購其股
份，且收購了在香港賽馬賽事中享有極高聲譽Denman的股份。我們亦已收購
新種馬Portland Sky的股份，其為成功的香港父系馬匹「Deep Field」之子，現處於
Widden Stud之農場。此外，我們已收購未來冠軍表現種馬Mo’unga的股份，其
為冠軍種馬「Savabeel」一級賽冠軍之子，將於二零二三年退役並開始種馬生涯。
我們的收購亦包括Williamburg等前景光明的年輕賽馬，其為「Snitzel」之子，兩
歲時在三級賽中獲勝。我們母馬業務組合在澳大利亞若干領先動物繁殖場中
開展，包括Segenhoe Stud、Newhaven park、Rosemont stud及Twin Hills。管理團隊
正積極實現與主要行業參與者開展戰略合作，讓本公司純種馬業務分部充分
利用澳大利亞增長行業的優勢。隨著賽事獎金、行業參與度、市場趨勢達到澳
大利亞純種馬行業歷史最高，我們決心確立自身定位，從盈利市場增長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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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收益約36,100,000
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32,600,000港元增加約
10.7%。收益的增加主要歸因於縫紉線生產及貿易分部的收益及馬匹服務產生
的收益增加。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約
16.5%減至約12.9%。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由二零二一年
同期約21,600,000港元減少至約8,000,000港元，降幅約63.0%。有關減少乃主要
由於去年同期的商譽一次性減值虧損及期內生物資產的公允值增益所致。

財務回顧

收益

該收益乃由縫紉線生產及貿易以及室內設計及裝修及馬匹服務分部產生。下
表載列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兩
個分部應佔收益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比率

千港元
佔總收益 

% 千港元
佔總收益 

% %

縫紉線生產及貿易 26,599 73.8 25,259 77.6 5.3
室內設計及裝修 7,259 20.1 7,314 22.4 (0.8)
馬匹服務 2,206 6.1 — — —     

36,064 100.0 32,573 100.0 10.7     

縫紉線生產及銷售

縫紉線生產及銷售應佔收益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26,600,000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5.3百萬港元
增加約5.3%。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海外
市場的銷售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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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及裝修

室內設計及裝飾應佔收益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7.26
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7.31百萬港元減少約
0.8%。收益減少主要由於期內香港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因此期內項目進度
有所延誤。

馬匹服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馬匹服務應佔收益為2.2百萬港元。此
分部於二零二一年方才設立，因此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
錄得收益。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材料成本、加工費及直接勞工成本、福利及社
會保險、代理成本及純種馬保險。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三個分部應佔銷售成本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變動比率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縫紉線生產及貿易 22,901 20,768 10.3
室內設計及裝修 5,106 6,320 (19.2)
馬匹服務 3,390 98 3,359.2   

31,397 27,186 15.5   

縫紉線生產及銷售

縫紉線生產及銷售應佔銷售成本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約22.9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0.8百萬港元
增加10.3%。縫紉線生產及銷售成本增加乃由於直接材料成本大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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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及裝修

室內設計及裝飾應佔銷售成本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約5.1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6.3百萬港元增加
約19.2%。室內設計及裝飾銷售成本減少主要由於期內香港爆發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因此期內項目進度有所延誤。

馬匹服務

馬匹服務應佔銷售成本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3.4
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0.1百萬港元增加約
3,359.2%。馬匹服務銷售成本增加主要由於期內純種馬產生的大幅代理成本。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4百萬港元，減少至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7百萬港元，減幅約13.4%。毛利率
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6.5%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2.9%，乃主要由於縫紉線生產及銷售分部因直接材料成
本大幅增加而惡化。此外，馬匹服務分部錄得的毛損亦攤薄集團的毛利率。

其他收入及增益╱（虧損及開支）淨值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及增益淨值由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8百萬港元上升至約4.1百萬港元。相關重大
變動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匯兌增益及生物資產
的公允值增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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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銷售部員工成本及運輸費。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4百萬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1百萬港元，減少約8.6%。本集團銷售開支減少乃主要由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運輸成本及員工成本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核數師費用、董事酬金以及法律及專業費用。行
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1.5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3.4百萬港元，升幅約16.2%。有關增加乃主要
由於新業務部門員工成本增加及使用權資產折舊所致。

除所得稅前虧損

由於上述各項，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除所得稅
前虧損約8.0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約21.6百萬港元減少約63.0%。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約為
10.5百萬港元。相較於二零二一年同期，錄得全面虧損約21.2百萬港元。相關
重大變動乃主要由於上年同期商譽減值虧損及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上述虧損增加之合併影響所致。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1.95
港仙（二零二一年：6.55港仙，減少約4.6港仙或約70.2%，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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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二一
年：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透過其經營及融資活動為
其營運提供資金。董事相信，長遠而言，本集團將繼續以本集團經營及融資活
動所產生現金的組合為營運提供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銀行
結餘分別約29.4百萬港元及約27.3百萬港元。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港元。於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98.2%（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4.9%）的現
金及銀行結餘以功能貨幣計值，而餘下1.8%（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
則以其他貨幣計值，主要為人民幣以及澳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
值分別約為44.8百萬港元及約58.4百萬港元，包括應收交易款項、預付款項、
其他應收款項、其他資產、存貨、生物資產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本集團的
流動比率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1下降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約
1.6，乃由於應付交易款項及借款上升所致。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乃以各報告日期的淨債務（包括借款、應付交易款項、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以及租賃負債，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權益總額
加淨債務之和計算。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負債比率分別約為29.2%及0.9%。本集團認為銀行現金提供足夠流動資金
應付本集團的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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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承擔（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架構並無變動，且本集團
的股本僅包括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約為 20.5百萬港元，分為
409,141,86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的股份。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持有重大投資，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亦無重大收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
公司及聯屬公司。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於訂立並非以本集團功能貨幣計值的交易時承受外匯風險。有關風險
主要與於中國分銷及銷售本集團的產品及購買原材料以及於澳洲的母馬及種
馬收購及馬匹相關服務收益及成本有關。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
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密切監察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將考慮對沖重大外匯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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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已質
押予貸款人，以擔保本集團獲授的若干借款。有關詳情請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
註18。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154名僱員（二零二一年：161名），當
中130人位於中國，24人位於香港。本集團的員工成本主要包括工資及薪金、
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及遣散費。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總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分別約為10.9百萬港元及
10.0百萬港元。本集團向其管理層及辦公室僱員所提供的薪酬組合包括基本薪
金、酌情花紅及津貼。至於廣州生產基地的工人，本集團給予彼等高於最低工
資的薪金及晉升機會，亦會向彼等提供津貼舉辦社交活動。

本集團根據香港法例第485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受香港法例第57章《僱
傭條例》管轄之司法權區受聘之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
強積金計劃是由獨立受託人管理之定額供款退休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僱主
及僱員各自均須按僱員有關收入之5%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供款，而每月有關收
入之上限為30,000港元。強積金計劃供款即時歸屬。

根據中國相關勞動法例、條例及規例，本集團參與一項由中國有關地方政府機
關組織的界定供款退休福利計劃（「退休福利計劃」），據此，本集團須於年內按
中國相關機關釐定的標準工資之一定比率向退休福利計劃作出供款。退休福
利計劃之供款即時歸屬。

強積金計劃及退休福利計劃下概無被沒收的供款可供本集團用於減少未來年
度應付的供款。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負責審閱及釐定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組合，當中會參
考可資比較公司所支付的薪金、所投放的時間及責任、本集團內其他職位的僱
用條件，以及職效掛鈎酬金是否合適。任何酌情花紅及其他獎勵報酬乃與本集
團的溢利表現及董事和高級管理層成員的個人表現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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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用途 

股份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市日期」）成功以股份發售（「股份發售」）
方式於聯交所GEM上市（「上市」）。於扣除本公司就股份發售所承擔的佣金及開
支後，本集團自股份發售籌得所得款項淨額約40.7百萬港元（「所得款項淨額」）。
本集團擬根據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披露的建議動用計
劃使用所得款項淨額。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8.7
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已應用及動用如下：

可動用的
所得款項 

淨額

上一財政
年度

已動用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動用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已動用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動用

動用未動用
款項的預期

時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升級本集團工業用
100%滌綸線生產
機器

20.3 3.1 17.2 – 17.2 （附註1）

升級本集團家用100%
滌綸線生產機器

7.7 2.2 5.5 – 5.5 （附註1）

購買新筒子絡紗機 4.1 0.5 3.6 – 3.6 （附註1）
購買新尼龍線生產 
機器

3.7 1.3 2.4 – 2.4 （附註1）

在浙江省設立銷售 
辦事處

1.2 1.2 – – –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
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3.7 3.7 – – –

     

40.7 12.0 28.7 – 28.7
償還銀行融資（附註2） – 20.0 20.0 – 20.0     

40.7 32.0 8.7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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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於回顧期間後，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五日，本公司宣佈進一步變更股份發售的所得款
項用途。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公告。 

就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而言，本公司擬按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五日有關變
更所得款項用途的公告所述方式及比例使用該等款項。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
動用時間將根據本公司未來的發展情況而定。於本公告日期，任何未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已存入香港銀行。

附註2： 在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中，本集團動用約20,000,000港元以償還銀行融資。上述還款
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公告。

銀行已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起取消縫紉線業務所有銀行融資。本集團
正盡力取得新的銀行融資以供營運縫紉線業務，並繼續執行所得款項淨額的
擬定用途，但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法就縫紉線業務獲得新的銀
行融資。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認購及配售新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兩名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據此，認購
人有條件同意認購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為兩名認購人配發及發行3,300,000股及
3,400,000股新股份，認購價為每股認購股份0.60港元。此外，配售代理與本公
司訂立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透過配售代理按盡力基準配售
最多47,000,000股配售股份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彼等及彼等之實益擁有人須獨
立於本公司），配售價為每股配售股份0.60港元。認購及配售新股份已於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完成。認購及配售新股份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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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二一年二月認購及配售新股份的所得款項
淨額已作如下用途：

實際已分配
所得款項淨額

年內
已動用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動用

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已動用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動用

動用未動用
款項的

預期時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6.2 6.2 – – – –
開發馬匹育種業務 5.7 4.0 1.7 1.7 – –
發展現有業務及╱或對
利用本集團競爭優
勢的業務的收購及╱
或投資 19.3 3.5 15.8 15.8 – –      

31.2 13.7 17.5 17.5 – –      

未來展望

就現有以縫紉線製造及銷售主要業務而言，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新型冠
狀病毒」）爆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與美利堅合眾國（「美國」）之間持續
的貿易衝突及中國經濟逐漸放緩導致出現不確定因素，本集團的業務因而遇
上一些困難。來年，儘管新型冠狀病毒的緊張局勢似乎正在緩和，我們預期中
美貿易衝突及新型冠狀病毒將繼續影響我們的業務。本集團將持續密切關注
貿易衝突及新型冠狀病毒形勢，並評估該等事件對該業務線的財務狀況、現金
流及營運業績之影響。

就室內設計、裝修及裝飾服務業務線而言，本集團認為，香港及大灣區追求個
性與品味室內設計、裝修及裝飾的商業、居民及公共部門日益增加。因此，本
集團預期該業務線將促進當前業務組合多樣性，增加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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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為本集團擴張種馬業務組合的一部分，我們已於澳大利亞收購最受矚
目的年輕種馬Extreme Choice的股份，其為冠軍種馬「Not A Single Doubt」之子，
著名的Hunter Valley Stallion農場Newgate的種馬，這些種馬迅速成為澳大利亞市
場主導力量。我們亦於冠軍馬匹Farnan（去年為2歲）退役到Kia Ora Stud時收購其
股份，且收購了在香港賽馬賽事中享有極高聲譽Denman的股份。我們亦已收
購新種馬Portland Sky的股份，其為成功的香港父系馬匹「Deep Field」之子，現處
於Widden Stud之農場。此外，我們已收購未來冠軍表現種馬Mo’unga的股份，其
為冠軍種馬「Savabeel」一級賽冠軍之子，將於二零二三年退役並開始種馬生涯。
我們的收購亦包括Williamburg等前景光明的年輕賽馬，其為「Snitzel」之子，兩
歲時在三級賽中獲勝。我們母馬業務組合在澳大利亞若干領先動物繁殖場中
開展，包括Segenhoe Stud、Newhaven park、Rosemont stud及Twin Hills。管理團隊
正積極實現與主要行業參與者開展戰略合作，讓本公司純種馬業務分部充分
利用澳大利亞增長行業的優勢。

隨著賽事獎金、行業參與度、市場趨勢達到澳大利亞純種馬行業歷史最高，我
們決心確立自身定位，從盈利市場增長中獲益。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
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彼等
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b)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
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規定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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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a) 本公司普通股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持股身份
所持普通股

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的百分比
（附註1）

黃國偉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120,000,000 (L)
（附註2）

29.33%

梁景裕先生 實益權益 10,100,000 (L) 2.47%

(b) 本公司購股權

獲授出購股權涉及的相關股份數目 

參與者類別名稱
授出購股權
的日期 可行使期 行使價

於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獲授出 期內獲行使 期內失效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董事
馬博文先生 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三日
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三日至
二零二四年 
五月十二日

0.57 3,500,000 — — — 3,500,000

Shane McGrath先生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日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五年 
一月二日

0.492 — 4,091,418 — — 4,091,418

其他合資格參與者
無 — — — — — — — —     

3,500,000 4,091,418 — — 7,59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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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為20,457,093港元，分為409,141,860股每股面
值0.05港元的股份。

2. Three Gates Investment Limited（「Three Gates Investment」）為一間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由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黃國偉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因此，黃先生被視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擁有Three Gates Investment所持120,000,000股股
份的權益。

3. 期內，概無上述購股權獲註銷。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券證中概無須記入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據董事所深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披露予本公司或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或淡倉的人士或法團（本公司董事
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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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持股身份 所持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的百分比

（附註1）

Three Gates Investment 實益擁有人 120,000,000股股份
（附註2、3）

29.33%

均來財務有限公司 於股份中擁有證券權益的 
人士

80,000,000股股份
（附註3、4）

19.55%

美建信貸及按揭 
有限公司

於股份中擁有證券權益的 
人士

80,000,000股股份
（附註3、4）

19.55%

開盛有限公司 於股份中擁有證券權益的 
人士

80,000,000股股份
（附註3、4）

19.55%

美建策略有限公司 於股份中擁有證券權益的 
人士

80,000,000股股份
（附註3、4）

19.55%

Upbest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於股份中擁有證券權益的 
人士

80,000,000股股份
（附註3、4）

19.55%

美建集團有限公司 於股份中擁有證券權益的 
人士

80,000,000股股份
（附註3、4）

19.55%

馮永祥 實益擁有人 40,800,000股股份 9.97%

附註：

1.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為20,457,093港元，分為409,141,860股每股面
值0.05港元的股份。

2. Three Gates Investment由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黃先生全資實益擁有。因此，黃先生被視
為透過所持Three Gates Investment 100%股權擁有Three Gates Investment 所持120,000,000股股
份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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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ree Gates Investment 所持80,000,000股股份已獲質押予均來財務有限公司（「均來」），以作
為本公司主席、行政總裁、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黃國偉先生獲授貸款的抵押。

4. 由於均來由美建信貸及按揭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美建信貸及按揭有限公司由美建策
略有限公司及開盛有限公司全資同等擁有，而兩者由Upbest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全
資擁有，而Upbest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則由美建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故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美建信貸及按揭有限公司、美建策略有限公司、開盛有限公司、Upbest 
FinancialHoldings Limited 及美建集團有限公司均被視為於質押予均來的80,000,000股股份
中擁有證券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除在本公司股份及
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予記錄的權
益或淡倉的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
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權益的本公
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擁有任何權益及淡倉。

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概無董事、本公司
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進行任何與本
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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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之變更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A(1)條，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年報日期後董事資料的變
更如下：

董事 於本公司擔任職任的變動

周展恒先生 周先生辭任長期財富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組合經理，並於
二零二二年六月起擔任長期財富管理有限公司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可從事第4類及第9類受規管活動的負責人
員。周先生自二零二二年六月起擔任寶雲資本有限公司
的投資組合經理。

除上述披露者外，概無其他事宜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A(1)條予以披露。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相信，為本公司使業務穩健增長及延續管理效益，有必要培養及維持專
注良好企業管治的文化。董事認為穩健的企業管治常規可保障本公司股東（「股
東」）整體的利益，並確保對整體股東的問責性。

董事會已採納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儘
管如此，本公司董事承諾會定期檢討企業管治常規，確保遵循企管守則所載的
標準，以及符合股東及本公司其他持份者不斷上升的期望。

除偏離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管守則的守則條文A.2.1條外，董事會認
為本公司自上市日期起直至本公告日期止期間（「有關期間」）內已遵守企管守
則的守則條文。

黃國偉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並自二零零八年起參與本集團
的日常營運管理。董事認為由黃先生兼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將可
確保強大及一致的領導，有助推動本集團的業務戰略，以及可提升營運效益。
董事會將繼續就拆分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進行檢討，並將於
拆分有關職務對本集團整體有利時考慮拆分有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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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有關標準相當於GEM上市規則第5.48
條至5.67條所載的交易標準規定。在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
認彼等於有關期間內已遵守所規定的交易標準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規定的
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均並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旨在為包括董事及本集團合資格僱員在內的參與者提供激勵或回報。有關購
股權計劃的更多資料，可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招股
章程「購股權計劃」一節。

董事根據購股權計劃持有的購股權變動如下：

獲授出購股權涉及的相關股份數目 

參與者類別名稱
授出購股權的
日期 可行使期 行使價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獲授出 期內獲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董事
馬博文先生 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三日
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三日至
二零二 
四年五月 
十二日

0.57 3,500,000 — — — 3,500,000

Shane McGrath先生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日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五年一
月二日

0.492 — 4,091,418 — — 4,091,418

其他合資格參與者
無 — — — — — — — —     

3,500,000 4,091,418 — — 7,59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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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黃先生與至裕國際的股東貸款協議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控股股東兼執行董事黃國偉先生（「黃先生」）
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至裕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至裕國際」）就黃先生向至裕
國際提供的股東貸款訂立股東貸款協議。19,171,000港元的股東貸款為免息、
無抵押及須按要求以現金償還。由於股東貸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優惠條
款提供，且並無以本集團的資產作抵押，故股東貸款根據GEM上市規則第20章
獲完全豁免。股東貸款協議的詳情載於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六日的通函內。

黃先生與廣州新華的貸款協議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黃先生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廣州新華線業有
限公司（「廣州新華」）就黃先生結欠廣州新華的集團內公司間往來賬戶結餘人
民幣16,760,277元（相當於18,603,907港元）訂立貸款協議。雙方同意，除其他事
項外，黃先生應向廣州新華支付利息，自貸款協議日期起就未償還往來賬戶結
餘按年利率2%計息，且黃先生應於貸款協議日期起三年內償還往來賬戶結餘。
有關貸款協議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第20章獲獨立股東批准。貸款協議的詳情載
於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六日的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
的公告內。

除上述披露者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20章的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的定
義，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其他交易。本公司確認其已遵守
GEM上市規則第20章的適用披露規定。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後概無重大後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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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及企管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3.3條成
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審閱財務資料、監察本公
司的財務報告系統及內部監控程序，以及維持與本公司核數師的關係。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宋理明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陳進
財先生及周展恒先生。現任審核委員會成員中概無人士為本公司過往獨立核
數師的成員。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告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綜合業績。

承董事會命
申酉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黃國偉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黃國偉先生、陳耀東先生、梁景裕先生、
馬博文先生及Shane McGrath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宋理明先生、陳進財先生及
周展恒先生。

本公告載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須提供有關本公司資料的詳情；
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
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
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日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刊
載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shenyouholdings.com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