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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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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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INLAND HEADWEAR HOLDINGS LIMITED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0）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宣佈截至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未經審
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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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741,658 430,952

銷售成本 (498,928) (301,575)  

毛利 242,730 129,377

其他收入 10,009 5,550

其他虧損 — 淨額 (2,001) (5,506)

銷售及分銷成本 (68,175) (48,579)

行政開支 (93,802) (67,546)

金融資產撥回╱（減值）淨額 788 (3,682)  

經營溢利 4(a) 89,549 9,61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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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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收入 246 363

財務費用 (3,917) (6,409)  

財務費用 — 淨額 4(b) (3,671) (6,046)  

除所得稅前溢利 85,878 3,568

所得稅開支 5 (15,196) (2,228)  

期內溢利 70,682 1,340  

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6,084 757

非控股權益 4,598 583  

70,682 1,3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港仙） 6(a) 16.30 0.19  

攤薄（每股港仙） 6(b) 16.3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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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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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70,682 1,340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1,069 (3,684)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扣除稅項 71,751 (2,344)  

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7,064 (2,801)

非控股權益 4,687 457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71,751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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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394,459 407,737

使用權資產 9 43,514 42,183

投資物業 8 44,523 44,523

商譽 22,511 22,511

其他無形資產 8 22,952 32,774

遞延所得稅資產 5,315 3,500

使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 1,195 1,195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17,855 8,943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其他金融資產 10 1,663 1,489  

553,987 564,855  

流動資產

存貨 320,314 276,830

貿易應收款項 10 350,778 335,320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13,822 6,556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其他金融資產 10 9,408 8,254

其他流動資產 19,909 18,745

可回收稅項 3,325 3,47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17,294 219,461  

934,850 868,643  

總資產 1,488,837 1,43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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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0,532 40,532
其他儲備 225,003 223,800
保留盈利 560,059 506,135  

825,594 770,467

非控股權益 22,633 17,946  

總權益 848,227 788,413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1 14,029 20,862
租賃負債 9 29,970 27,374
遞延所得稅負債 5,206 4,563  

49,205 52,79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79,870 270,187
應付一名非控股權益款項 537 537
借貸 270,343 293,677
租賃負債 9 15,840 16,294
即期所得稅負債 24,815 11,591  

591,405 592,286  

總負債 640,610 645,085    

總權益及負債 1,488,837 1,433,498  

流動資產淨值 343,445 276,3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97,432 8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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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不包含所有通常載於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的類別的附註。因此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
表一併閱覽。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以港元（「千港元」）呈列且並未經審核。

2. 會計政策

除所得稅估計及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外，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如該等全年綜合財務報表
所述）一致。

中期期間收入的應繳稅項使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的稅率計算。

 (a) 本集團所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於本報告期間開始適用。而由於採納該等準則，本集
團無須變更其會計政策或作出追溯調整。

 (b) 已頒佈但本集團尚未應用的準則的影響

若干新訂會計準則及詮釋已頒佈，惟於本報告期間尚未強制生效，亦未獲本
集團提早採納。預期該等準則於當前或未來報告期間不會對本集團及可預見
未來交易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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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執行董事被認定為主要營運決策人。執行董事根據其所審閱以作出策略決定之報
告釐定經營分類。

執行董事按須予呈報分類溢利╱（虧損）評估經營分類的表現，不包括透過損益按
公平值計量（「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虧損、出售透過損益
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的虧損、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財務收入及成本以
及所得稅開支。

執行董事從業務角度考慮業務，管理層據此按以下分類評估業務營運之表現：

(i) 製造業務：本集團製造帽品銷售予其貿易業務及外部客戶。主要生產設施位
於孟加拉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深圳，客戶主要位於美國及歐洲。

(ii) 貿易業務：本集團帽品、小型皮具、皮包及配飾之貿易及分銷業務透過專
注於歐洲市場之Drew Pearson International (Europe) Ltd. （「DPI」），及專注
於美國（「美國」）市場之H3 Sportgear LLC（「H3」）、San Diego Hat Company

（「SDHC」）及Aquarius Ltd.（「Aquarius」）進行經營。

製造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貿易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合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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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392,618 235,980 349,040 194,972 741,658 430,952

分類間收益 48,684 32,489 — — 48,684 32,489      

須予呈報分類收益 441,302 268,469 349,040 194,972 790,342 463,441
      

須予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89,087 35,237 7,631 (18,026) 96,718 17,211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 (1,677) (2,029)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 

金融資產之虧損 — (2,806)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223) (502)

未能劃分之企業收入 9,452 5,483

未能劃分之企業開支 (14,721) (7,743)  

經營溢利 89,549 9,614

財務費用 — 淨額 (3,671) (6,046)

所得稅開支 (15,196) (2,228)  

期內溢利 70,682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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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不包括投資物業、遞延所得稅資產、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
產、可收回稅項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此外，不可直接歸入任何經營分類業務
活動之企業資產並無分配至分類，主要用於本集團總部。

製造 貿易 合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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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呈報分類資產 592,155 563,563 593,353 580,889 1,185,508 1,144,452

投資物業 44,523 44,523

遞延所得稅資產 5,315 3,500

使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 1,195 1,195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31,677 15,499

可收回稅項 3,325 3,47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17,294 219,461

其他企業資產 — 1,391  

總資產 1,488,837 1,433,498
  

分類負債不包括即期及遞延所得稅負債、銀行借款及不可直接歸入任何經營分類
業務活動之其他企業負債。

製造 貿易 合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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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呈報分類負債 230,314 192,891 100,315 134,864 330,629 327,755

遞延所得稅負債 5,206 4,563

即期所得稅負債 24,815 11,591

借貸 270,343 293,677

其他企業負債 9,617 7,499  

640,610 645,085
  

於期內╱年內發生的資本開支 15,971 25,715 7,275 53,909 23,246 7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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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所得稅前溢利

在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中扣除╱（計入）除所得稅前溢利之金額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a) 經營溢利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 2,80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 1,677 2,029
匯兌虧損淨額 324 87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871 19,053
使用權資產折舊 10,022 7,832
短期租賃開支 564 213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9,218 9,336
存貨撥備淨額（附註(i)） 733 3,416
貿易應收款項（撥回）╱減值淨額（附註(ii)） (788) 3,682  

附註：

(i)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考慮該等存貨的實際狀況、市場需求及其歷史使用
情況後，已作出陳舊存貨撥備733,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16,000

港元）。

(ii) 經評估客戶的業務前景及過往償還方式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作出的預
期信貸虧損撥備乃主要與美國及歐洲客戶的貿易應收款項有關。根據預期信貸虧損評估，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作出撥回788,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撥備3,68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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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財務費用 — 淨額
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2,706) (5,009)
應付專利權費用之利息增加 (592) (851)
租賃負債之利息 (619) (549)  

財務費用 (3,917) (6,409)
財務收入 246 363  

財務費用 — 淨額 (3,671) (6,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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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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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 香港利得稅 1,001 —

— 海外稅項 11,867 2,884  

12,868 2,884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 香港利得稅 3,500 (128)
— 海外稅項 — —  

3,500 (128)

遞延所得稅 (1,172) (528)  

15,196 2,228  

中期期間之所得稅開支乃按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
率之估計確認。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6.5%）計提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
團經營所在國家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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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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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66,084 757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5,323,284 405,323,284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6.30 0.19  

 (b) 攤薄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乃假設所有未行使購股權均已換股而對發行在外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加以調整。本公司根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帶認購權之貨幣價值作
出計算，以釐定可按公平值（基於本公司股份全年之平均股份市價而釐定）收
購之股份數目。按上述計算之股份數目已與假設購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之股
份數目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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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計算方式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66,084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5,323,284

就購股權作出調整 140,472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5,463,756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16.30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已授出購股權將對每股基本盈利
有反攤薄影響，故並未假設其已獲行使。

7. 股息

 (a) 撥歸期內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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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 

（二零二零年：2港仙） 12,160 8,106  

於結算日後宣派之中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惟將反映為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保留盈利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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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撥歸過往財政年度而於期內批准及派付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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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二零二零年派付之末期股息每股3港仙 

（二零一九年：3港仙） 12,160 12,160  

8.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5,645,000港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289,000港元）及無形資產6,247,000港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2,871,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其他無形資產指已收購客戶關係1,615,000港元（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83,000港元）及於本集團產品使用若干專利商標、品牌
及標誌之專利權21,33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391,000港元）。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重新估值。由於自上一年度報告日
期後無價值顯著變化跡象，因此於期內並未進行估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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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內呈列與物業及汽車租賃有關的金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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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權資產

物業 43,126 41,707

汽車 388 476  

43,514 42,183  

租賃負債

非流動 29,970 27,374

流動 15,840 16,294  

45,810 43,668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租賃負債32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419,000港元）以本集團一輛確認為賬面值為38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76,000港元）的使用權資產之汽車的法定押記作為抵押。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使用權資產增加11,353,000港元（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99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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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及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其他金融資產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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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 358,630 343,202

減：減值虧損撥備 (7,852) (7,882)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350,778 335,320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 11,071 9,743  

361,849 345,063

減：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的 

 非流動部分 (1,663) (1,489)  

流動部分 360,186 343,574  

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的信貸期為30至180日。貿易應收款項基於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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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日 129,479 117,463

31–60日 91,122 78,436

61–90日 63,350 52,138

91–120日 30,308 27,068

120日以上 44,371 68,097  

358,630 34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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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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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付款項 159,585 140,23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34,314 150,817  

293,899 291,049

減：其他非流動應付款項 (14,029) (20,862)  

流動部分 279,870 270,187  

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基於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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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日 75,089 51,593

31–60日 40,513 43,910

61–90日 31,527 19,394

90日以上 12,456 25,335  

159,585 140,232  

於本集團確認相關收益前，當客戶支付代價或按合約規定支付代價且金額已經到
期時確認合約負債2,18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1,000港元）。本
集團預期於一年內或更短時間交付貨品以完成此等合約負債之剩餘履約責任。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確認且計入期初合約負債結餘的收入為
471,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000港元）。本集團於中期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內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項下確認其合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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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期內，隨著全球經濟回升及疫情封城措施放寬，本集團大部分客戶已逐漸適應後疫情
時代的新常態，所有重大體育賽事的賽季亦已恢復。

憑藉孟加拉工廠的產能提升及貿易業務旗下全面的產品組合，本集團得以把握市場
復甦及網上購物熱潮帶來的機遇，令製造及貿易業務的銷量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齊
頭並進。

因此，本集團於期內的收益及純利均創新高，收益上升72.1%至741,658,000港元（二零
二零年中期：430,952,000港元），毛利相應增加87.6%至242,73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中
期：129,377,000港元），毛利率上升至32.7%（二零二零年中期：30.0%）。除收益增加
外，上述增長亦可歸因於本集團接獲更多快速訂單，以及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以優化
管理及精簡架構，再加上孟加拉工廠自動化水平提高令生產效率改善。股東應佔溢利
飆升87.3倍至66,084,000港元（二零二年中期：757,000港元）。

為與股東分享成果，董事會決議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二零二零年中期：2港仙）。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健，擁有穩定的經營現金流量。手頭現金及未動用銀行信貸額度
均見充裕，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分別約217,300,000港元及204,300,000港元（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219,500,000港元及219,3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製造業務

製造業務的收益增加64.4%至441,30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中期︰ 268,469,000港元），來
自外部客戶的收益攀升66.4%至392,61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中期︰ 235,980,000港元），
佔本集團總收益約52.9%。增長主要由於客戶採購迅速回升，並獲孟加拉工廠產能增
加支持。該等因素推動期內銷售不僅按年增長，甚至超越疫前水平。需求激增，加上
快速訂單佔比增加，均令分部經營溢利大幅上升152.8%至89,08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中期：35,23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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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生產週期短的強勁及快速訂單需求，本集團透過提高自動化水平及優化管理
積極提升孟加拉工廠的效率，同時恢復招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孟加拉及深
圳工廠分別有約6,300及400名員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約5,300名及500

名員工）。因此，孟加拉的生產約貢獻本集團總收益的50.1%，較去年同期的47.5%有
所增長。

貿易業務

貿易業務的收益躍升79.0%至349,04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中期：194,972,000港元），佔
本集團總收益47.1%。增長主要由於美國及英國隨著疫苗面世而放寬封鎖措施，令本
集團在當地的貿易附屬公司的銷售大幅增長所致。該分部轉虧為盈，從二零二零年上
半年錄得經營虧損18,026,000港元改善至於期內錄得經營盈利7,631,000港元。

疫情帶動的網上消費熱潮有利貿易業務發展，而本集團早於疫情爆發前已投放資源
發展。除建立具競爭力的產品組合外，本集團亦藉「疫」市艱難下行業整合之際，拓展
授權品牌組合，從而在市場回復正軌時受惠。

前景

展望未來，儘管因Delta變種病毒蔓延令全球繼續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但管理
層相信，隨著市場已適應與疫情共存的「新常態」，本集團的增長勢頭將於未來數月持
續，此點從客戶的訂單需求強勁，令本集團的表現更勝從前可見一斑。

為滿足客戶的殷切需求，本集團將繼續完善產能佈局，包括提高效率及產能。在孟加
拉，政府因應疫情再度爆發而實施全國封鎖，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二一
年八月五日生效，導致本集團再次停產約兩週。目前，本集團整體營運已恢復正常。

除疫情波動外，管理層亦留意到原材料短缺及價格飆升，以及運費上漲及運力緊張。
為此，管理層正逐步實施供應鏈及採購本地化策略，以舒緩運費上漲的影響，同時節
省倉儲開支及分散供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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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貿易業務而言，受益於不可逆轉的網上購物趨勢及市場逐步復甦，本集團預期英美
貿易子公司於期內取得的理想增長將得以延續。本集團將加強擴展貿易領域的授權
品牌組合，以鞏固領先優勢。

於過去35年，飛達帽業安然渡過各種經濟周期及挑戰，成為帽品製造業的市場領導
者。憑藉市場領先地位、在孟加拉的完善佈局、覆蓋帽品到配飾的廣泛產品組合，以
及敏銳的業務觸覺，本集團有信心能克服各種考驗，為客戶和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銀行結餘及流動投資組合總額為222.2百萬
港元（「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6.0百萬港元）。該等流動資金中約60%、
26%及7%分別以美元、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
信貸為475.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3.4百萬港元），其中204.3百萬港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9.3百萬港元）並未動用。

本集團之銀行借貸除以權益比率為31.9%（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2%）。由於
穩健之財政和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具備足夠之財政資源履行各項承擔及滿足營運
資金所需。

資本開支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投資約4.6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8.6百萬港元）添置設
備，以進一步升級及擴大產能。另本集團投資1.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7百萬港元）用於添置貿易業務設備及系統。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生產廠房及設備批准資本承擔51.4百萬港元。
本集團亦已就貿易業務設備升級批准資本承擔3.0百萬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均是以港元、美元、人民幣或孟加拉塔卡計值。本集團預計
人民幣及孟加拉塔卡每升值1%將分別會導致製造業務毛利率下降約0.1%及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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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包括香港）僱用共計482名（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663名）僱員，在孟加拉僱用6,290名（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4,087名）僱員及
在美國及英國僱用共157名（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148名）僱員。期內僱員開支約為
165.5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113.4百萬港元）。本集團確保僱員之薪酬水
平具競爭力，僱員之薪酬乃按其職位及工作表現釐定。本集團之主要僱員（包括董事）
亦會按本公司營辦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二零二零年：2港仙），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八日或
其後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有權享有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中期股息的股東身份，本
公司將由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四日起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止（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獲得收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
供登記。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經本公司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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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21條有關設立審核委員會之規定。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所
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匯報程序及
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簡明綜
合財務資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顏禧強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總共有八名董事。當中有五名為執行董事，分別為顏禧
強先生、顏寶鈴女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James S. Patterson先生、顏肇翰先生及黎文
星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梁樹賢先生、劉鐵成先生，太平紳士及吳君棟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