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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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百慕達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19）

TSIT W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捷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361.3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的289.7百萬
港元增加24.7%。

•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145.9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的118.6百萬
港元增加23.0%。

• 毛利率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40.9%減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40.4%。

•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溢利為38.3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的28.8百萬港
元增加33.0%。

• 純利率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0.0%增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10.6%。

* 僅供識別



– 2 –

中期業績

捷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
下文所載2020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361,288 289,678
銷售成本 (215,409) (171,127)

毛利 145,879 118,551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1,240 3,554
銷售及分銷開支 (56,796) (47,826)
行政開支 (39,273) (36,859)
其他開支淨額 (2,195) (1,999)
融資成本 5 (382) (884)

除稅前溢利 6 48,473 34,537

所得稅開支 7 (10,167) (5,706)

期內溢利 38,306 28,831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38,306 28,831

港仙 港仙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5.32 3.83
攤薄 5.32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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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38,306 28,831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隨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異 2,034 (3,29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0,340 25,538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0,340 2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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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60,294 143,913
無形資產 274 330
已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按金 15,120 14,14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08 852
遞延稅項資產 2,501 2,78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9,697 162,020

流動資產
存貨 11 128,412 117,959
貿易應收款項 12 104,629 111,1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3,150 14,808
可收回稅項 — 2,0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4,846 276,807

流動資產總值 521,037 522,72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61,835 51,595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37,528 44,553
衍生金融工具 85 491
計息銀行借款 14 1,208 12,094
租賃負債 11,323 8,427
應付稅項 4,464 4,325

流動負債總額 116,443 121,485

流動資產淨值 404,594 401,23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4,291 56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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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379 4,935
遞延稅項負債 6,728 5,817

非流動負債總額 20,107 10,752

資產淨值 564,184 552,503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 72,073 72,044
儲備 492,111 480,459

權益總額 564,184 55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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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及集團資料

捷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Victoria 

Place, 5th Floor,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0, Bermuda。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新
界葵涌葵德街15–33號葵德工業中心第1座11樓F-J室。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於期內從事下列主要業務：

• 加工及銷售咖啡、茶及相關配套產品
• 加工及銷售急凍預製食品
• 銷售及出租咖啡機及茶機

2.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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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包含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2020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除
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約整至最接近千港元。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編製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於本期間的財務資料首次採用的以下經修訂香港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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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有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於2021年6月30日後的COVID-19-有關租金 

寬減（提早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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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載述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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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解決現有利率基準被另一無風險利率（「無風險
利率」）取代時，於過往修訂中未有處理且影響財務報告之問題。該等第2階段修訂提供實際權宜
方法，容許於對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合約現金流量釐定基準之變動進行會計處理時，可更新實際
利率但毋須調整金融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前提是該變動須為基於利率基準改革而直接引致，
且釐定合約現金流量之新基準在經濟上等同緊接該變動前之先前基準。此外，該等修訂允許利
率基準改革所規定之變更，在不中斷對沖關係之情況下，應用於對沖關係之指定及記錄。過渡
期間可能產生之任何收益或虧損均通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一般規定處理，以計量及確認
對沖之無效性。倘無風險利率被指定為風險組成部分，該等修訂亦暫時寬免實體必須滿足可單
獨識別之要求。有關寬免允許實體在可合理預期無風險利率之風險組成部分於未來24個月內將
變得可單獨識別時，於對沖關係獲指定後，假定其已滿足可單獨識別之規定。此外，該等修訂
亦規定實體須披露額外資料，以使財務報表之使用者能夠了解利率基準改革對實體之金融工具
及風險管理策略之影響。

本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有若干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為基礎的以港元計息的銀行借款。由於該等
借款的利率於期內並無被無風險利率取代，該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業績造成任何
影響。倘該等借款的利率於未來被無風險利率取代，則本集團將於修改該等借款時採用該實際
權宜方法，但必須符合「經濟等同」的標準。

(b) 2021年4月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將承租人選擇不就因COVID-19疫情直接導
致的租金寬減讓應用租賃修改會計的實際權宜方法之可用性延長12個月。因此，在滿足應用該
實際權宜方法的其他條件下，該實際權宜方法適用於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免僅影響原定於2022年
6月30日或之前到期付款的租金寬減。該修訂本於2021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生
效，初步應用該修訂本的任何累計影響於當前會計期間期初確認為對保留溢利期初餘額的調整。
該修訂本允許提前適用。

本集團已於2021年1月1日提早採納該修訂本，並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對出租人授予
的所有租金寬減採用實際權宜方法，該等寬減僅影響原定於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因
COVID-19疫情直接影響的付款。該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造成任何影響。



– 8 –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按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兩個可呈報的經營分部如下：

(a) 餐飲策劃服務（「餐飲策劃服務」）分部加工及分銷咖啡、茶及相關配套產品、售賣食品及餐飲、
咖啡機及其他相關產品、經營食品及餐飲店以及出租咖啡機及茶機；及

(b) 食品（「食品」）分部買賣急凍預製食品。

管理層個別監察本集團的經營分部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決定。分部表現乃根據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即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的計量方
式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貫徹一致，惟有關計量並不包括利息收入、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總辦
事處及企業開支以及非租賃相關融資成本。

分部資產不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此乃由於該等資產以組別基
準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此乃由於該等負債以組別基準管
理。

分部間銷售及轉讓乃按當前市價參考向第三方進行銷售的售價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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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策劃服務 食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附註4）
銷售予外部客戶 352,894 8,394 361,288

分部業績 55,738 (730) 55,008
對賬：
利息收入 843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淨額 (7,304)
融資成本（不包括租賃負債利息） (74)

除稅前溢利 48,473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19,113 107 19,22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567) (131) (698)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86 47 133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443 — 443
存貨沖減至可變現淨值 840 74 914
存貨撇銷 483 90 57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 (6) — (6)
資本開支* 10,464 7,454 17,918

* 資本開支包括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13,515,000港元以及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按金4,403,000港
元。

於202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432,305 16,542 448,847
對賬：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13,160)
企業及未分配資產 265,047

資產總值 700,734

分部負債 132,023 15,600 147,623
對賬：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13,160)
企業及未分配負債 2,087

負債總額 13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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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策劃服務 食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附註4）
銷售予外部客戶 282,224 7,454 289,678

分部業績 40,141 831 40,972

對賬：
利息收入 2,411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淨額 (8,491)

融資成本（不包括租賃負債利息） (355)

除稅前溢利 34,537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19,578 — 19,578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83) — (83)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515 33 548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922 — 922

存貨沖減至可變現淨值 342 — 342

存貨撇銷 19 45 6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 206 — 206

資本開支* 16,149 — 16,149

* 資本開支包括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10,595,000港元以及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按金5,554,000港
元。

於2020年12月31日（經審核）

分部資產 400,085 7,560 407,645

對賬：
企業及未分配資產 277,095

資產總值 684,740

分部負債 128,338 761 129,099

對賬：
企業及未分配負債 3,138

負債總額 13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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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22,204 206,743

中國內地 135,164 78,696

其他 3,920 4,239

361,288 289,678

上述收入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呈列。

 (b) 非流動資產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8,459 69,807

中國內地 87,229 88,579

175,688 158,386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地呈列，並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及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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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

本集團客戶合約收入的明細分析如下：

餐飲策劃服務 食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咖啡、茶及其他相關配套產品 343,592 — 343,592

銷售急凍預製食品 — 8,394 8,394

出租咖啡機及茶機的租金收入 9,302 — 9,302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352,894 8,394 361,288

地區市場
香港 214,188 8,016 222,204

中國內地 134,786 378 135,164

其他 3,920 — 3,920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352,894 8,394 361,288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時間點轉移貨品 343,592 8,394 351,986

於某段時間轉移服務 9,302 — 9,302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352,894 8,394 36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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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策劃服務 食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咖啡、茶及其他相關配套產品 272,011 — 272,011

銷售急凍預製食品 — 7,454 7,454

出租咖啡機及茶機的租金收入 10,179 — 10,179

食品及餐飲店營運 34 — 34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82,224 7,454 289,678

地區市場
香港 199,542 7,201 206,743

中國內地 78,443 253 78,696

其他 4,239 — 4,239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82,224 7,454 289,678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時間點轉移貨品 272,045 7,454 279,499

於某段時間轉移服務 10,179 — 10,179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82,224 7,454 289,67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843 2,411

政府補貼 107 310

匯兌差異淨額 — 119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 — 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 6 —

其他 284 624

1,240 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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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利息 74 355
租賃負債利息 308 529

382 884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而達成：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197,592 154,774
折舊^：
使用權資產 6,588 7,801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12,573 11,723

19,161 19,524

無形資產攤銷 59 54
未計入租賃負債的租賃付款 268 192
匯兌差異淨額* 510 (119)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698) (83)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133 548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443 922
僱員褔利開支^：
薪金、工資、津貼及花紅 59,130 51,912
以權益結算的購股權開支 — 593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 2,864 2,564

61,994 55,069

存貨沖減至可變現淨值* 914 342
存貨撇銷* 573 6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虧損* (6) 206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虧損╱（收益）* 320 (90)

* 該等款項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或「其他開支淨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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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為215,409,000港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71,127,000港元）及包括已售存貨成本197,592,000港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54,774,000港元）、折舊開支7,997,000港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7,809,000港元），以
及僱員福利開支6,135,000港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4,916,000港元）。

7. 所得稅

根據百慕達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支付任何百慕達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6.5%）
計提，惟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除外，該公司屬利得稅兩級制的合資格實體。該附屬公司的首2,000,000
港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按8.25%（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8.25%）的稅率繳稅，餘下應課稅溢利按16.5%（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6.5%）的稅率繳
稅。中國內地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25%（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5%）的稅率計算得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 香港
期內支出 4,768 4,553
即期 — 中國內地
期內支出 4,175 826
過去期間撥備不足 28 71
遞延 1,196 256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0,167 5,706

8. 股息

本公司於報告期間確認及宣派的股息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期間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2019年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3.33港仙 — 24,916
2020年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4.00港仙 28,829 —

28,829 24,916

報告期末後宣派股息：
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3.19港仙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58港仙） 22,991 11,537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已參考2021年8月19日之720,731,512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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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溢
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720,609,000股（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753,517,000股）計算
得出。

期內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乃基於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溢利及(i)每股基本盈利所
用的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及(ii)視作行使所有潛在攤薄購股權以轉換為普通股而假設已無償
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38,306 28,831

千股 千股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期內已發行及可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20,609 753,517

攤薄影響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53 1,249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20,662 754,766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置17,049,000港元的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2020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12,210,000港元）及確認使用權資產17,725,000港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20,000港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52,000港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511,000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截至2021年6月30日，使用權資產42,628,000港元（2020年12月31日：31,280,000港元）計入物業、廠房
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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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貨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74,372 61,480

在製品 1,134 776

製成品 52,906 55,703

128,412 117,959

12. 貿易應收款項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12,925 119,895

減值 (8,296) (8,781)

104,629 111,114

本集團與其客戶訂立之交易條款主要以信貸為主，惟新客戶則通常需要貨到付現。信貸期一般為30

至120天。每位顧客均設有最高信貸額度。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清償應收款項，並設立信貸監控小
組以降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管理層定期檢討。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
品或作出其他信用提升。貿易應收款項並不計息。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並扣除虧損撥備計算）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56,932 63,893

31至60天 31,189 30,455

61至90天 12,228 9,517

91至120天 2,709 5,741

121至180天 485 535

超過180天 1,086 973

104,629 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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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57,040 50,134

1至2個月 3,294 275

2至3個月 878 498

超過3個月 623 688

61,835 51,595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30至60天內結付。

14. 計息銀行借款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信託收據貸款 — 無抵押 1,208 12,094

15. 股本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720,731,512股（2020年12月31日：720,444,312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72,073 7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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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法定及已發行股本變動概要如下：

股份數目 股本
附註 千港元

法定：
於2020年1月1日、於2020年12月31日、 

於2021年1月1日及於2021年6月30日 2,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20年1月1日 763,937,312 76,394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a) 3,107,000 310

購回及註銷股份 (b) (46,600,000) (4,660)

於2020年12月31日及於2021年1月1日 720,444,312 72,044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c) 287,200 29

於2021年6月30日 720,731,512 72,073

附註：

(a)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3,107,000份購股權隨附的認購權已按每股0.594港元的認購價行
使，以致發行3,107,000股每股面值為0.10港元的普通股（「股份」），現金代價總額（扣除開支前）
為1,845,000港元。行使購股權後，4,107,000港元已從購股權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賬。

(b)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46,600,000股股
份，總代價（扣除開支前）為52,924,000港元，該等股份已於年內註銷。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已按就
此註銷之購回股份面值予以減少。購回股份所付的溢價及交易成本分別為48,624,000港元及
246,000港元，已從股份溢價賬中扣除。

(c)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87,200份購股權隨附的認購權已按每股0.594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以致發行287,200股每股面值為0.10港元的普通股，現金代價總額（扣除開支前）為170,000港元。
行使購股權後，378,000港元已從購股權儲備轉移至股份溢價賬。

16.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本公司設有一項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一項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統稱「該等計劃」），以鼓勵及獎勵對本集團營運的成功有所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首次
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與購股權計劃的條款相似，惟(i)不能再根據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
上市當日（即2018年5月11日）（「上市日期」）前制定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及(ii)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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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的行使價及行使期不同除外。該等計劃的詳情載於本公司就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而發佈日期為
2018年4月30日的招股章程。

該等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本集團其他僱員。該等計劃於2017年12月15日獲批
准及採納。除另行註銷或修訂外，購股權計劃有效期將自上市日期起計為期10年。

購股權並不賦予持有人權利可享有股息或於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表決。

 購股權計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股權已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以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項下購股權於期╱年內已發行：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加權平均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加權平均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每股港元 每股港元

期╱年初 0.594 348,800 0.594 3,553,800

期╱年內行使 0.594 (287,200) 0.594 (3,107,000)

期╱年內沒收 0.594 (61,600) 0.594 (98,000)

期╱年末 — — 0.594 348,800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行使購股權於行使日期的加權平均股價為每股1.04港元（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年度：1.0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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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聯方交易

(a) 除中期財務資料其他部分所詳述的交易、安排及結餘外，期內本集團與關聯方根據雙方共同協
定的條款訂有下列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予一間關聯公司的租賃開支（附註） 930 930

附註：  本公司董事及實益股東黃達堂先生為該關聯公司的控股股東。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8,024 8,159

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開支 — 256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 393 415

8,417 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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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捷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是香港、澳門及中國
內地領先的綜合企業對企業（「B2B」）咖啡及紅茶餐飲策劃服務供應商，為商業客戶提供
一站式咖啡及紅茶餐飲策劃服務，涵蓋整個咖啡及紅茶採購、加工及分銷價值鏈。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總收入為361.3百萬港元，較截至2020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289.7百萬港元增加71.6百萬港元或24.7%。餐飲策劃服務分部的收入由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82.2百萬港元增加70.7百萬港元或25.1%，至截至2021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的352.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來自中國內地的收入增加以及來自香港的收
入增加（惟程度較小）所致。食品分部的收入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7.5百萬港
元增加0.9百萬港元或12.0%，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8.4百萬港元，主要由於
來自香港的收入增加。儘管毛利隨著收入增加，而毛利率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40.9%減少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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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前景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溢利錄得增長，皆因期內COVID-19疫情進一步受
控，加上中國內地整體經濟復蘇，故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餐飲分部錄得優異表現。

另一方面，香港的商業環境依然未見活躍，在一些界別尤其酒店和酒樓其業務仍然受
COVID-19疫情影響。儘管如此，本集團在區內的表現仍然大致維持穩定，因為：(i)本集
團憑著多元化客戶基礎作為保障，能夠抵禦若干風險（事實上，本集團的部分客戶在疫情
期間蓬勃發展，快餐店和便利店營運商的業務尤其出色）；及(ii)本集團擁有完善而有效
的內部監控制度，能夠執行穩健的應收賬款管理，壞賬率低於收入的0.5%。

由於疫情加快消費者偏好線上零售的轉變，就其香港業務而言，本集團擬專注於進一步
發展其企業對客戶（「B2C」）平台。雖然本集團已經開始在線上銷售其產品，惟其計劃在
2021年下半年更加著重發展其線上銷售，投向更多線上零售平台出售，擴大產品滲透率。

誠如上文所述，本集團的中國內地業務在2021年上半年錄得良好表現，主要是由於
COVID-19疫情進一步受控，帶動中國內地經濟反彈。鑑於中國內地的消費者情緒改善，
本集團擬於2021年下半年，在大灣區、上海和其他若干富裕或越趨興旺的城市增加分銷
網絡佈局。此外，本集團擬加大營銷力度，探索與中國內地的線上營銷代理合作，而此
等平台提供的服務包括品牌建設及大數據分析。

本集團一如同業公司，在COVID-19疫情期間，面臨原材料和運輸成本的上升，預期此上
升趨勢將延續至2021年下半年。儘管期內的銷售成本以及銷售及分銷開支整體增加，惟
在審慎管理下，本集團努力平衡銷售成本比率以及銷售及分銷開支率。本集團將繼續密
切監察其商品成本，評估可採取的適當措施，以管理本集團在高度投機的全球商品市場
上面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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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澳門和中國領先的綜合B2B咖啡和紅茶解決方案供應商，加上旗下日益擴展
的線上零售業務，本集團相信其處於有利地位，可把握增長機會和科技趨勢，故對其2021
年下半年及往後的前景感到樂觀。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89.7百萬港元增加71.6百萬港元或24.7%
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61.3百萬港元。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的咖啡、茶及奶
類產品的收入增加，而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COVID的限制逐
漸放寬以致該等產品在中國內地的銷量增加。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71.1百萬港元增加44.3百萬港元或
25.9%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15.4百萬港元。銷售成本增加主要由於餐飲策劃
服務產品的原材料成本增加，此乃主要由於咖啡、茶及奶類產品的整體銷量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上文所述，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18.6百萬港元增加27.3
百萬港元或23.0%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45.9百萬港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40.9%減少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40.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6百萬港元減少2.4百萬
港元或66.7%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2百萬港元。減少主要由於銀行利息收入
因整體存款利率下降而減少。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47.8百萬港元增加9.0百萬港
元或18.8%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56.8百萬港元，主要由於(i)營銷及推廣開支
增加；及(ii)物流開支增加，整體上與收入增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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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6.9百萬港元增加2.4百萬港元或6.5%
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9.3百萬港元。增加主要由於設置切肉及切片設備產生
營運前開支。

其他開支淨額

本集團的其他開支淨額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0百萬港元增加0.2百萬港元或
10.0%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2百萬港元。增加主要由於以下各項的增加：(i)
存貨沖減至可變現淨值；及(ii)撇銷存貨，而被撇銷貿易應收款項減少部分抵銷。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0.9百萬港元減少0.5百萬港元或55.6%
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0.4百萬港元。減少主要由於以下各項的利息減少：(i)
計息銀行借款的未償還結餘減少導致的銀行借款；及(ii)租賃負債。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5.7百萬港元增加4.5百萬港元或
78.9%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0.2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中國內地除稅前溢利增
加。本集團的實際所得稅率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6.5%增加至截至2021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的21.0%。

期內溢利及純利率

由於上文所述，本集團期內溢利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8.8百萬港元增加9.5
百萬港元或33.0%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8.3百萬港元。本集團的純利率由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0.0%增加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0.6%。

資本開支及承擔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物業、廠房及設備添置17.0百萬港元（截至2020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2.2百萬港元）。本集團絕大部分資本開支乃用於(i)設置切肉及切
片設備；(ii)購買出租予本集團客戶的咖啡機；及(iii)產品開發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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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10.8百萬港元（2020年12月31日：4.3百萬港元），
主要包括本集團的咖啡烘焙系統及茶葉混合系統的生產機器資本開支的相關合約。

借款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總額為1.2百萬港元（2020年12月31日：12.1百
萬港元）。

或然負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能就兩間位於中國內地的倉庫（賬面值分別為0.7
百萬港元及0.6百萬港元，扣除累計折舊前分別為0.7百萬港元及0.6百萬港元）取得房地產
所有權證。在完成建設相關倉庫並開始使用前，本集團未有在施工前取得所需的建設工
程規劃許可及建築工程施工許可，亦未完成向相關機關備案所需的竣工報告，因此相關
機關可能要求本集團拆卸該項建設，並可判處最高達人民幣1.3百萬元的罰款（相當於1.6
百萬港元）（2020年12月31日：人民幣1.3百萬元（相當於1.6百萬港元））。經考慮相關機關
的現行慣例及本集團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後，董事相信相關機關施加罰款的機會不
大。此外，董事認為，拆除兩間倉庫的成本對本集團並不重大。因此，並無就相關負債
計提撥備。

資產負債比率

於2021年6月30日，基於計息銀行借款總額除以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集團的資產負
債比率為0.2%（2020年12月31日：2.2%）。資產負債比率下降乃主要由於計息銀行借款的
未償還結餘減少。

外幣風險

本集團承受交易貨幣風險。有關風險主要源自營運單位以其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進行買
賣而產生。本集團大部分外幣採購交易以美元計值。另一方面，銷售及支銷則主要以港
元及人民幣計值。管理層密切監察本集團的外匯風險。本集團將考慮就重大外幣風險採
取外幣對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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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本集團面臨的市場利率變動風險主要與本集團的浮息銀行借款有關。本集團監察利率敞
口，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利率風險。

信貸風險

本集團僅與經認可且信譽良好的第三方進行交易。本集團的政策規定，所有擬按信貸期
進行交易的客戶，均須接受信貸核實程序。此外，本集團持續監察應收款項結餘，並無
面對重大的壞賬風險。

本集團其他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金
融資產）的信貸風險來自對手方違約，最高敞口相等於該等工具的賬面值。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的目標為確保有充足資金以滿足短期及長期流動資金需求。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一直維持現金池系統，透過集團內公司間賬戶於內部平均分配剩餘的流動資金。
視乎各資金協議的具體要求而定，本集團營運公司可直接由本集團的往來銀行或間接透
過本公司取得資金。

人力資源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分別於香港及中國僱用219名及239名（2020年12月31日：227名
及240名）僱員。

薪酬組合通常參考資歷、經驗、表現及市場條款而制定。本公司亦採納購股權計劃，以
激勵重要僱員。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其僱員提供多類培訓，內容涵蓋職業安全培訓
及機器控制培訓等操作技能，及管理系統及商業知識等專業知識，確保有效落實本集團
的業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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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2018年5月11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待超額配股權（定義見本公司就上市而發佈日期為2018年4月30日的招股章程）
獲全數行使及扣除包銷佣金及所有相關開支後，本公司就上市發行及發售股份的所得款
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為232.6百萬港元。

誠如2021年3月4日公佈，鑑於（其中包括）COVID-19對東南亞市場及經濟狀況的不利影
響，以及區內經濟復甦存在不確定因素，董事會已議決修訂當時尚未使用所得款項淨額
的用途，將原本指定用作拓展至東南亞的所得款項淨額改為用於：(i)加強業務組合；及
(ii)一般營運資金。董事會認為，改變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將令本集團以更有益及有效的方
式動用其財務資源。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3月4日的公告，以了解所得款項淨額用
途的變動。

所得款項淨額的原定分配、所得款項淨額於2021年3月4日經修訂分配後的結餘、由2021
年3月4日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內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於2021年6月30日的未使
用所得款項淨額及使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之預期時間表如下：

原定分配
經修訂分配後

的結餘

由2021年 

3月4日 

至2021年 

6月30日 

止期間內 

使用情況

於2021年 

6月30日的 

未使用金額
使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之
預期時間表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加強業務組合 93,044 29,304 (12,971) 16,333 於2022年12月31日前
機器及設備的資本投資 46,522 — — — 不適用
擴充至東南亞 23,261 — — — 不適用
產品客製化及開發 23,261 14,486 (774) 13,712 於2022年12月31日前
支持銷售及營銷 23,261 — — — 不適用
一般營運資金 23,261 7,929 (5,397) 2,532 於2021年12月31日前

總計 232,610 51,719 (19,142) 32,577

於本公告日期，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已存入香港持牌銀行以作銀行結餘╱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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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董事會已議決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19港仙（截至2020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1.58港仙），於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支付予2021年9月3日（星期五）名
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

為確定股東收取上述中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1年9月3日（星期五）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適用過戶表格須不遲於2021年9月2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
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證券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
中心54樓），以供登記。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3.21及3.22條及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C.3條
訂立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鄧貴彰先生（主席）、王
文輝先生及陸恭正先生。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公司採納的會計政策及常規以
及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此外，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
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對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資料進行
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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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取得的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的規
定就已發行股份維持足夠的公眾持股量（即至少25%已發行股份由公眾人士持有）。

報告期後事項

董事並不知悉於2021年6月30日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有任何須作出披露的重大事件。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謹守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提供透明度及承擔對其股東及持份者的責任，以增強
投資者信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惟偏離企業管
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有關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職位應予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
士出任。黃達堂先生（「黃先生」）目前為本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負責制定本集
團的整體業務發展策略及規劃。考慮到黃先生自1978年以來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管理，董
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職位，有助本公司執行業務策略，盡量提升
其業務運作的效率。

儘管如此，董事會須不時檢討有關架構，並於適當情況下考慮適當調整。董事會有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各自擁有足夠的獨立性及背景及經驗豐富，故董事會認為本公司
已於當前安排就權力及授權、問責及獨立決策取得平衡，並為其股東權益提供足夠保障。
此外，審核委員會如認為有需要，可隨時直接聯絡本公司的外部核數師及獨立專業顧問。
因此，董事認為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於此情況下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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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其證券買賣守則（「守則」），不會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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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的標準寬鬆。守則亦適用於擁有或接觸價格敏感資料的特
定組別僱員。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且全體董事均確認，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彼等已遵守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twcoffee.com)刊
載。本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聯交
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捷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黃達堂先生

香港，2021年8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董事。執行董事為黃達堂先生、樊綺敏小姐及金振邦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鄧貴彰先生、王文輝先生及陸恭正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