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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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收入為695.9百萬港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766.8百萬港元減少9.2%。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毛利為234.8百萬港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299.0百萬港元減少21.5%。

• 毛利率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39.0%減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33.7%。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溢利為47.4百萬港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80.2百萬港元減少40.9%。

• 純利率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0.5%減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6.8%。

* 僅供識別



– 2 –

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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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全年業績，連同下文所載先前財
政年度的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695,938 766,793
銷售成本 (461,176) (467,815)

毛利 234,762 298,97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11,252 2,21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4,437) (118,561)
行政開支 (79,237) (77,215)
其他開支淨額 (4,209) (3,958)
融資成本 5 (892) (864)

除稅前溢利 6 57,239 100,596

所得稅開支 7 (9,815) (20,352)

年內溢利 47,424 80,244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7,424 80,244

港仙 港仙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6.58 11.13
攤薄 6.58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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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47,424 80,244

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異 (22,797) 7,424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22,797) 7,424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4,627 87,668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4,627 8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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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89,711 168,951
無形資產 91 220
已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預付款款項及按金 18,774 9,38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19 1,530
遞延稅項資產 2,622 2,194

非流動資產總值 212,717 182,278

流動資產
存貨 195,920 166,606
貿易應收款項 11 109,629 124,79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030 16,657
可收回稅項 4,486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9,789 272,114

流動資產總值 517,854 580,16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77,909 89,940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42,055 44,254
衍生金融工具 312 443
計息銀行借款 10,622 3,174
租賃負債 11,319 12,593
應付稅項 1,047 2,303

流動負債總額 143,264 152,707

流動資產淨值 374,590 427,46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7,307 60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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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705 13,338
遞延稅項負債 7,366 7,881

非流動負債總額 12,071 21,219

資產淨值 575,236 588,520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 72,073 72,073
儲備 503,163 516,447

權益總額 575,236 58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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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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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從事下列主要業務：

• 加工及分銷咖啡、茶及相關配套產品
• 加工及分銷急凍食品
• 銷售咖啡機及茶機以及提供咖啡機及茶機策劃服務

2.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全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
規定編製。

除按公平值計量的衍生金融工具外，該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
元」）呈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約整至最接近千位數（千港元）。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對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隨附之範例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1號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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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本集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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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修訂本）以2018年6月頒佈的引用財務報告概念框架（「概念框架」）取代
引用先前財務報表編製及呈列框架，而毋須大幅度改變其規定。該等修訂本亦就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就實體引用概念框架以釐定構成資產或負債之內容之確認原則增設一項例
外情況。該例外情況規定，對於可能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 詮釋第21號徵費範圍內的負債及或然負債而言，倘該等負債屬單獨產生而非於企業合併
中產生，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實體應分別參考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或香港（國際財
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而非概念框架。此外，該等修訂本澄清或然資產於收購日
期不符合確認條件。本集團已對2022年1月1日或以後發生的業務合併前瞻性應用該等修訂本。
由於年內並無進行業務合併，故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b)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禁止實體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成本中扣除出售任何使資產達
到管理層擬定的營運方式所需的地點及狀況時產生的項目的所得款項。相反，實體於損益中確
認出售該等項目的所得款項及按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存貨釐定生產該等項目的成本。本集團已對
2021年1月1日或之後可供提供使用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追溯應用該等修訂本。由於並無銷
售製造可供提供使用物業、廠房及設備時產生的項目，故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
現並無任何影響。

(c)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訂明在評估一項合約是否為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規定的虧損性合
約時，履行合約的成本包括與合約直接有關的成本。與合約直接有關的成本包括履行該合約的
增量成本（如直接勞工及材料）以及與履行該合約直接有關的其他成本的分配（如履行合約所使
用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折舊費用的分配以及合約管理及監管成本）。一般及行政費用與合
約沒有直接關係，除非合約中明確向對手方收取費用，否則將其排除在外。本集團已對2022年
1月1日尚未履行其所有責任的合約前瞻性應用該等修訂本，並無識別出虧損合約。因此，該等
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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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之年度改進載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闡釋性例子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適用於本集團的
修訂本詳情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釐清實體於評估新金融負債或經修改金融負債的條款
是否與原始金融負債的條款有實質性差異時所包含的費用。該等費用僅包括在借方與貸方
之間支付或收取的費用，包括由借方或貸方代表對方支付或收取的費用。本集團自2022年
1月1日起前瞻性應用該等修訂本。由於本集團於年內的金融負債並無修訂或交換，故該等
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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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機及茶機及其他相關產品及提供咖啡機以及茶機策劃服務；及

(b) 食品（「食品」）分部買賣急凍食品。

管理層個別監察本集團的分部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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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貫徹一致，惟有關計量並不包括利息收入、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以及與非租賃
相關的融資成本。

分部資產不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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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分部收入（附註4）
銷售予外部客戶 680,019 15,919 695,938

分部業績 70,116 (2,357) 67,759
對賬：
利息收入 2,450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淨額 (12,675)
融資成本（租賃負債利息除外） (295)

除稅前溢利 57,239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39,657 1,128 40,785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21) — (21)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2,135 140 2,275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168 — 168
存貨沖減至可變現淨值 131 161 292
存貨撇銷 922 504 1,42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 69 — 69
資本開支* 76,328 — 76,328

* 資本開支包括年內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金額63,370,000港元，以及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付預付款款項及按金12,958,000港元。

於2022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545,452 13,739 559,191
對賬：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20,265)
企業及未分配資產 191,645

資產總值 730,571

分部負債 145,144 26,780 171,924
對賬：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20,265)
企業及未分配負債 3,676

負債總額 15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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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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

分部收入（附註4）
銷售予外部客戶 750,009 16,784 766,793

分部業績 113,615 (1,705) 111,910

對賬：
利息收入 1,771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淨額 (12,981)

融資成本（租賃負債利息除外） (104)

除稅前溢利 100,596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38,573 669 39,242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550) (145) (695)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309 64 373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722 — 722

存貨沖減至可變現淨值 1,167 — 1,167

存貨撇銷 457 109 5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 (76) — (76)

資本開支* 23,695 7,519 31,214

* 資本開支包括年內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金額26,972,000港元，以及過往年度購置物業、廠
房及設備已付預付款款項及按金4,242,000港元。

於2021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484,819 19,851 504,670

對賬：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18,287)

企業及未分配資產 276,063

資產總值 762,446

分部負債 166,073 20,736 186,809

對賬：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18,287)

企業及未分配負債 5,404

負債總額 17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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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59,210 473,765

中國內地 224,201 281,849

其他 12,527 11,179

695,938 766,793

上述收入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呈列。

 (b) 非流動資產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18,875 83,998

中國內地 89,701 94,556

208,576 17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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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一名主要客戶的資料

年內，本集團於餐飲策劃服務及食品分部呈報的自銷售予一名外部客戶的收入為197,351,000港元（2021

年：206,842,000港元），共佔本集團總收入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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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益

本集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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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咖啡、茶及其他相關配套產品 660,066 — 660,066

銷售急凍食品 — 15,919 15,919

提供咖啡機及茶機策劃服務的收入 19,953 — 19,953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680,019 15,919 695,938

地區市場
香港 443,911 15,299 459,210

中國內地 223,581 620 224,201

其他 12,527 — 12,527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680,019 15,919 695,938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時間點轉移貨品 660,066 15,919 675,985

於某段時間轉移服務 19,953 — 19,953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680,019 15,919 69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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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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咖啡、茶及其他相關配套產品 723,465 — 723,465

銷售急凍食品 — 16,784 16,784

提供咖啡機及茶機策劃服務的收入 26,544 — 26,544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750,009 16,784 766,793

地區市場
香港 457,671 16,094 473,765

中國內地 281,159 690 281,849

其他 11,179 — 11,179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750,009 16,784 766,793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時間點轉移貨品 723,465 16,784 740,249

於某段時間轉移服務 26,544 — 26,544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750,009 16,784 766,79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450 1,771

政府補貼* 4,671 —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變動收益淨額 96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 — 76

匯兌收益淨額 2,395 —

其他 773 369

11,252 2,216

* 政府補貼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就業計劃授出的補貼。概無與該等補貼有關的未履行條
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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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利息 295 104
租賃負債利息 597 760

892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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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420,818 429,026
折舊^：
使用權資產 13,912 13,541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26,759 25,583

40,671 39,124

無形資產攤銷 114 118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付款 762 681
匯兌差異淨額* (2,395) 992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21) (695)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2,275 373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168 722
僱員福利開支^：
薪金、工資、津貼及花紅 111,806 119,732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 6,145 5,698

117,951 125,430

存貨沖減至可變現淨值* 292 1,167
存貨撇銷* 1,426 5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收益）* 69 (76)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虧損淨額* (963) 833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銷售成本為461,176,000港元（2021年：467,815,000港元）及計及（其
中包括）已售存貨成本420,818,000港元（2021年：429,026,000港元）、折舊開支16,559,000港元
（2021年：16,338,000港元），以及僱員福利開支13,584,000港元（2021年：13,137,000港元）。

* 該等款項計入綜合損益表之「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或「其他開支淨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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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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2021年：16.5%）計提，惟本集團一間
附屬公司屬於利得稅兩級制下的合資格實體除外。該附屬公司首筆2,000,000港元（2021年：2,000,000

港元）的應課稅溢利按8.25%（2021年：8.25%）繳稅，其餘應課稅溢利則按16.5%（2021年：16.5%）繳
稅。中國內地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25%（2021年：25%）的稅率計算得出。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 香港
年內支出 7,090 11,23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59) (43)

即期 — 中國內地
年內支出 3,649 6,51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28

遞延 (765) 2,622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9,815 20,352

8. 股息

本公司於報告期間確認及擬派之股息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期間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2020年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4.00港仙 — 28,830

2021年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3.19港仙 — 22,991

2021年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3.50港仙 25,226 —

2022年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1.76港仙 12,685 —

37,911 51,821

報告期末後建議股息： 

建議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2.19港仙（2021年：3.50港仙） 15,784 25,226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建議末期股息乃參考於2023年3月2日的720,731,512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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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已發行普
通股加權平均數720,732,000股（2021年：720,671,000股）計算得出。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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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及(i)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年內已發
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及(ii)視作行使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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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47,424 80,244

千股 千股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20,732 720,671

攤薄影響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 53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20,732 720,724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66,405,000港元（2021年：36,171,000港
元），並確認使用權資產3,639,000港元（2021年：25,41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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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19,445 133,002

減值 (9,816) (8,211)

109,629 124,791

本集團與其客戶訂立之交易條款主要以信貸為主，惟新客戶則通常要求貨到付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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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並扣除虧損撥備）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94,171 67,730

31至60天 8,654 35,056

61至90天 4,140 13,438

91至120天 1,393 6,765

121至180天 894 1,174

超過180天 377 628

109,629 124,791

12.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75,808 87,452

1至2個月 1,805 1,768

2至3個月 142 706

超過3個月 154 14

77,909 89,940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30至60天內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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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已發行股本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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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20,731,512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72,073 72,073

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變動概要如下：

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21年1月1日 720,444,312 72,044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附註） 287,200 29

於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月1日及2022年12月31日 720,731,512 72,073

附註：

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287,200份購股權隨附的認購權按認購價每股0.594港元獲行使，以致
發行287,2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並取得現金代價總額（扣除開支前）約170,000港元。
378,000港元的款項於行使購股權後由購股權儲備轉移至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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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過去一年，COVID-19疫情持續在中國內地及香港肆虐，香港於2022年第一季經歷第五
波COVID-19疫情，而中國內地則於2022年第一季後段時間以及整個第四季爆發嚴重
COVID-19疫情。根據中國內地嚴厲的防控應對措施，多個城市先後實施封城。

儘管營商環境充滿挑戰，本集團仍致力改善營運效益，以待中國內地及香港的邊境管制
措施廢除時，能於經濟復甦中早著先機。我們於2022年落實了多項改進計劃，包括整合
現有路線規劃系統以減省成本、檢討內部程序和系統以精簡人員編製、採納品質控制措
施以提升質量保證、升級SAP系統和市場評核系統以加強對客戶及市場信息的掌握，及
基於物流效益在同一幢大廈內購置物業以將業務營運統合至單一地點。此外，本集團亦
對中國內地咖啡廠房進行升級以降低人力需求，並進一步落實生產線自動化以達致質量
規範化。

此外，本集團於2022年亦採取了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致令銷售成本較2021年有所下降。
加之2022年7月以來實行漸進售價調整策略，本集團於2022年第四季得以保持其香港銷售
收益水平。

儘管如此，2022年全球供應鏈運作尚未完全恢復正常，因而導致原材料商品價格市場大
幅波動及整體上漲。咖啡豆價格波動及上漲對本集團的影響因本集團所進行商品對沖而
局部獲得舒緩。即使這樣，由於無法把成本升幅直接轉嫁予客戶，有關情況仍然對本集
團毛利造成負面影響。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總收入695.9百萬港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減少70.9百萬港元或9.2%。收入減少乃主要由於中國內地餐飲策劃服務業務產生
的收入下跌，其次是食品業務產生的收入減少。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毛利為
234.8百萬港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減少64.2百萬港元或21.5%。毛利率由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39.0%下降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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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策劃服務

餐飲策劃服務分部的收入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750.0百萬港元減少70.0百萬港
元或9.3%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680.0百萬港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自2022年1
月起因COVID-19疫情而實施進一步封城措施，令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產生的收入減少。
毛利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96.5百萬港元減少62.7百萬港元或21.1%至截至2022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33.8百萬港元，大致上與收入減少一致。餐飲策劃服務業務的毛利
率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39.5%下降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34.4%，乃
主要由於咖啡豆的原材料成本增加。

食品

食品分部的收入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6.8百萬港元減少0.9百萬港元或5.4%至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5.9百萬港元。減少主要是由於香港產生的收入減少。毛
利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5百萬港元減少1.5百萬港元或60.0%至截至2022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1.0百萬港元，而毛利率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4.9%下降至截
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6.3%。

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入

香港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於香港產生的收入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473.8百
萬港元減少14.6百萬港元或3.1%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459.2百萬港元。香港產
生的收益減少主要由於咖啡、茶及奶類產品的銷售因客戶需求減少而下降。

中國內地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於中國內地產生的收入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281.8百萬港元減少57.6百萬港元或20.4%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24.2百萬港
元。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咖啡、茶及奶類產品的銷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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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此外，本集團還通過分銷商將小部分產品銷售到澳門及其他海外地區，包括美國、澳洲、
加拿大、馬來西亞、關島、新加坡及台灣。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於其他市場產
生的收入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1.2百萬港元增加1.3百萬港元或11.6%至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2.5百萬港元。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整體經濟從COVID-19疫情
局部恢復。

業務前景

隨著中國內地與香港兩地政府在2023年1月初宣佈進一步放寬疫情預防及控制措施，以
及2023年2月初撤銷邊境管制措施，本集團憑藉本身完整的客戶網絡對於其香港市場業
務復甦充滿信心。話雖如此，本集團仍將銳意進一步擴闊對現有客戶的產品滲透、延伸
產品滲透至發展滯後管道，以及開拓預製急凍食品組合。我們營銷策略之一是通過應用
我們的全效市場評核系統（「TMAS」），向適當管道及適當客戶編配適當產品。

長線而言，乘著中國內地經濟復甦的勢頭，本集團將專注推進在中國內地市場四個主要
範疇的增長。地域上，本集團將集中拓展其在大灣區內（尤其是廣州、佛山、深圳、東
莞、珠海及中山）以及大上海地區的業務。其次，本集團將積極開拓於某幾個特定相關重
點食品服務管道的覆蓋及滲透率，例如茶餐廳、酒店、西餐廳及飲品店。其三，藉重塑
並增強本集團營銷及銷售組織，本集團將顯著擴大其客戶基礎。其四，本集團將繼續致
力開發新產品，且已定妥計劃於2023年上半年在香港市場推出新款飲品設備，再於2023
年較後時間引入中國內地。

另外，於2023年本集團將繼續嚴格控制成本，包括透過進行商品對沖及向定價更具競爭
力的供應商進行採購。最後，本集團將繼續於2023年實行定價調整，以期提升盈利率。
有見中國內地的市場發展潛力巨大，本集團甚有興趣探索引入中國內地潛在戰略夥伴的
機會，藉此增強本集團在中國內地市場的實力並開拓分銷管道。無論如何，藉著經常檢
視業務策略以及提升營運效能，本集團將保持警覺並繼續致力實現可持續增長，力爭為
股東和投資者創造長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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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766.8百萬港元減少70.9百萬港元或9.2%至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695.9百萬港元。減少乃主要由於香港及中國內地因
COVID-19疫情導致客戶對本集團產品的需求減少，致使本集團產品的銷量減少。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467.8百萬港元減少6.6百萬港元或1.4%
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461.2百萬港元。銷售成本減少主要是由於餐飲策劃服務
產品的原材料成本減少，此乃主要由於整體銷量減少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上文所述，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99.0百萬港元減少64.2百
萬港元或21.5%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34.8百萬港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39.0%減少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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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2百萬港元增加9.1百萬
港元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1.3百萬港元。增加主要由於(i)截至2022年12月31
日止年度收取與香港政府營運的防疫抗疫基金的保就業計劃下的薪金津貼有關的政府補
助；(ii)整體存款利率上升使銀行利息收入增加；及(iii)匯兌差異收益。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18.6百萬港元減少14.2百萬港
元或12.0%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04.4百萬港元，主要原因為(i)營銷及推廣開
支減少；及(ii)員工成本減少，整體上與收入跌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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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77.2百萬港元增加2.0百萬港元或2.6%
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79.2百萬港元。增加主要由於折舊增加，此反映於整個
2022年資本開支有所增加。

其他開支淨額

本集團的其他開支淨額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4.0百萬港元增加0.2百萬港元或
5.0%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4.2百萬港元。增加主要是由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撇銷存貨及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惟被貿易應收款項撇銷減少所部分抵銷。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0.9百萬港元維持不變至截至2022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0.9百萬港元。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0.4百萬港元減少10.6百萬港元或
52.0%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9.8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即期稅項開支減少。本
集團的實際所得稅率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0.3%減少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17.1%。

年內溢利及純利率

由於上文所述，本集團年內溢利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80.2百萬港元減少32.8
百萬港元或40.9%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47.4百萬港元。本集團的純利率由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0.5%減少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6.8%。

資本開支及承擔

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物業、廠房及設備添置66.4百萬港元（2021
年：36.2百萬港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大部分資本開支乃用於收購物
業。



– 24 –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資本承擔為14.2百萬港元（2021年：9.6百萬港元），主要包括
生產機械和提升資訊科技系統與硬件相關合約款項的資本開支。

借款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總額為10.6百萬港元（2021年：3.2百萬港元）。

或然負債

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未能就兩間位於中國內地成本分別為
653,000港元及601,000港元的倉庫取得房地產所有權證。兩間倉庫於過往年度悉數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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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工程，並可判處罰款最高達人民幣1.3百萬元（相當於1.5百萬港元）
（2021年：人民幣1.3百萬元（相當於1.6百萬港元））。經考慮有關當局的當前做法及本集團
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後，本公司董事相信相關機關施加罰款的機會不大，此外，本公司
董事認為拆卸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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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事宜

於2020年4月，本集團對中國內地一名第三方提起法律訴訟，指控其侵犯商標及不正當競
爭。於2022年7月，本集團獲中國內地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法院裁定勝訴。截至本公告日
期，該名第三方已就一審判決提出上訴，上訴仍有待審理。

資產負債比率

於2022年12月31日，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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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21年：0.5%）。資產負債比率增加乃主要由於計息銀行借款未償還結餘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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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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銷售則主要以
港元及人民幣計值。管理層密切監察本集團的外匯風險。如有需要，本集團將考慮就重
大外幣風險採取外幣對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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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持續基準監察應收款項結餘，
本集團的壞賬風險敞口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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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分別於香港及中國內地僱用209名及198名（2021年：207名及
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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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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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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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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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見本公司就股份發售而發佈日期為2018年4月30日的招股
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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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市場及經濟狀況變動，以及東南亞經濟復甦存在不確定因
素，董事會已決議修訂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將原本指定用作拓展至東南亞市
場的所得款項淨額改為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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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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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淨額的原定分配、所得款項淨額於2022年1月1日經修訂分配後的結餘、由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期間內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於2021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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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2年 

1月1日的 

結餘
期間內 

使用情況

於2022年 

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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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6 (8,346)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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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0 (2,133) 11,117 於2023年12月31日前（附註）

支持銷售及營銷 23,261 — — — 不適用
一般營運資金 23,261 — — — 不適用

總計 232,610 21,596 (10,479) 11,117

附註：  推出茶機的計劃再度延遲，原因是受COVID-19疫情影響，供應商無法如期交付從歐洲國家採購
的機器備件。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按招股章程及本公司於2021年3月4日發佈的上述公告所披露
的計劃時間表悉數動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鑒於COVID-19疫情持續帶來的不確定性，董事會已
決議將餘下用於產品客製化及開發的所得款項淨額預期時間表進一步延長至2023年12月31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已按先前披露的計畫使用所得款項淨額。本集團將繼續評估
目前市況及監察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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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2023年5月4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截至2022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19港仙（2021年：每股普通股3.50港仙）。派息總額將
為15.8百萬港元（2021年：25.2百萬港元）。建議股息將於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或之前
派發，惟須待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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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2023年4月24日（星期一）至2023年4月27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登記，以確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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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
公司的香港證劵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
樓），以供登記。

此外，為確定股東收取建議末期股息（如獲批准）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3年5月4日（星
期四）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
格收取建議末期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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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3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證劵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以供登記。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成立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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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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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及全年業績。審核
委員會認為財務報表乃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編製和遵從上市規則及相關法定條文，並信
納已作充足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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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核數師於本初步公告之工作範疇

本公司核數師已將本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
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初稿所載之金額比較，而該等金額核對一致。本公司核數師就此
方面所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核證聘用，故本公司核數師並未對本初步公告作出意見或核
證結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由2022年1月1日起直至本公告日期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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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間後事件

董事並不知悉於2022年12月31日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有任何須於本公告作出披露的重大
事件。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2023年4月27日（星期四）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其中包括）批准派付末期股
息每股普通股2.19港仙。有關股東週年大會詳情，請參閱將於適當時候刊發及派發予股
東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謹守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注重透明度及對其股東及持份者的責任，以增強投資
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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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倘該等條文
適用），確保本公司符合盡力、負責及專業之要求，惟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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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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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條於此情況下屬適當。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集團已採納其證券交易守則（「守則」），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載的必守標準。守則亦適用於可能持有或已經取得股價敏感
資料的特定僱員組別。我們已向全體董事作特定查詢，且全體董事已經確認，於截至2022
年12月31日止年度，彼等已遵守守則內所載的必守標準。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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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前述聯交所
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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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股東、客戶及業務夥伴的不懈支持，以及董事、管理層及僱員竭
誠盡責，為集團的進步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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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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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