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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益
－半導體分銷 442.1 518.8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15.9 23.0

－其他 0.4 1.7
  

458.4 543.5
  

除利息、稅項、折舊、攤銷及非現金項目前溢利╱（虧損）
－公司 (17.2) (21.6)

－創投 (2.5) 1.6

－半導體分銷 156.9 127.7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2.9) (3.4)

－其他 (4.4) (3.3)
  

129.9 101.0
  

折舊及攤銷 (1.7) (2.0)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26.6 100.8

非控股權益 – (0.7)
  

126.6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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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資產總值 1,671.2 1,586.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37.8 1,440.2

權益總額 1,522.6 1,425.0

租賃負債 1.7 1.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20.8 124.3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計入流動資產） 18.6 48.2
  

139.4 172.5
  

債務總額與權益總額之比率 0.1% 0.1%

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 184.3% 175.6%

每股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計入流動資產）（港元） 0.15 0.19

每股權益總額（港元） 1.68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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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AV Concept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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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58,366 543,539

銷售成本 (438,206) (518,808)
  

毛利 20,160 24,731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4,150 8,165

銷售及分銷費用 (4,064) (5,381)

行政費用 (35,160) (43,225)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虧損），淨額 (1,370) 1,395

其他收入╱（費用），淨額 1,071 (825)

融資成本 5 (38) (875)

分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145,262 116,259

聯營公司 (1,160) (21)
  

除稅前溢利 6 128,851 100,223

所得稅 7 (2,228) (128)
  

期內溢利 126,623 1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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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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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6,623 100,812

非控股權益 – (717)
  

126,623 100,0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13.94港仙 11.09港仙
  

攤薄 13.94港仙 11.09港仙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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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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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23 100,095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於往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1,737) 3,212

  

於往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及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扣除稅項 (1,737) 3,21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24,886 103,30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4,886 104,080

非控股權益 – (773)
  

124,886 103,307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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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 10 31,156 32,371

投資物業 127,927 128,085

其他無形資產 3,827 3,832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207,610 1,108,84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6,572 7,732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1 24,701 24,701

預付款項及按金 23,599 23,91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425,392 1,329,479
  

流動資產
存貨 58,972 33,736

應收貿易賬款 12 31,401 34,88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7,103 98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936 15,045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1 18,609 48,184

可收回稅項 2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20,799 124,298
  

流動資產總值 245,822 257,13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13 42,915 28,615

合約負債 10,327 36,410

租賃負債 851 870

應付稅項 5,658 6,924

財務擔保責任 73,646 73,646
  

流動負債總額 133,397 146,465
  

流動資產淨值 112,425 110,6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37,817 1,44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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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813 775

遞延稅項負債 14,369 14,366
  

非流動負債總額 15,182 15,141
  

資產淨值 1,522,635 1,425,009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90,866 90,866

儲備 1,421,701 1,324,07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12,567 1,414,941

非控股權益 10,068 10,068
  

權益總額 1,522,635 1,425,009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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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股本儲備 其他儲備
資產重估

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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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90,866 429,719 19,484 (38,483) 38,765 (5,092) 634,229 1,169,488 11,509 1,180,997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100,812 100,812 (717) 100,09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3,268 – 3,268 (56) 3,212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 – 3,268 100,812 104,080 (773) 103,307

已派股息（附註8） – – – – – – (22,717) (22,717) – (22,717)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0,866 429,719 19,484 (38,483) 38,765 (1,824) 712,324 1,250,851 10,736 1,261,587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90,866 429,719 19,484 (38,483) 38,765 2,376 872,214 1,414,941 10,068 1,425,009
期內溢利 – – – – – – 126,623 126,623 – 126,623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1,737) – (1,737) – (1,737)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 – (1,737) 126,623 124,886 – 124,886
已派股息（附註8） – – – – – – (27,260) (27,260) – (27,260)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0,866 429,719 19,484 (38,483) 38,765 639 971,577 1,512,567 10,068 1,522,635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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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購買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 (23,266)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所得款項 27,195 28,126

已收一間合營企業之股息收入 46,620 34,965

其他經營現金流量，淨額 (49,106) 37,106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24,709 76,931
  

投資活動
已收銀行利息 19 27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52) (7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 (400)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淨額 (185) 1,535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218) 1,083
  

融資活動
進口及信託收據貸款減少淨額 – (75,059)

已派股息 (27,260) (22,717)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淨額 (489) (2,674)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27,749) (100,45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淨額 (3,258) (22,436)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24,298 87,747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241) 628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以銀行結餘及現金表示 120,799 65,939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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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電子元件之市場推廣及分銷、消費類產品之設計、開發及銷
售以及產品採購服務及創業資本投資業務。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以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除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修訂本外，就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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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租金優惠

採納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對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產生重大影響。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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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產品及服務劃分其業務單位，並有以下四個可呈報之經營分部：

(a) 半導體分銷分部，從事電子元件之銷售及分銷；

(b)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分部，從事消費類產品之設計、開發及銷售以及產品採購服務；

(c) 創投分部，從事上市╱非上市股本及債務投資之投資，最終目標為在被投資企業股本上市後或（在某
些情況下）上市前取得資本盈利，亦包括房地產、管理基金、可換股債券及上市債券之投資；及

(d) 其他分部主要包括本集團之互聯網社交媒體業務。

管理層會分開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定。分部表現乃根據可呈報分
部溢利╱虧損（即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方法）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方法與本集
團除稅前溢利╱虧損者一致，惟銀行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分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融資成
本以及未分配開支則不包括於該計量中。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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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續）
有關上述分部之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半導體分銷

消費類
產品及產品
採購業務 創投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向外界顧客之銷售 442,078 15,923 – 365 458,366
其他虧損 – – (946) – (946)

     

總計 442,078 15,923 (946) 365 457,420
對賬：
加：其他虧損（附註） 946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呈列之收益 458,366
 

分部業績 9,174 (1,704) (3,144) (4,436) (110)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19
租金收入 2,094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145,262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1,160)
未分配開支 (17,216)
融資成本 (38)

 

除稅前溢利 128,851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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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半導體分銷

消費類
產品及產品
採購業務 創投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向外界顧客之銷售 518,814 23,057 – 1,668 543,539

其他收益 – – 3,002 – 3,002
     

總計 518,814 23,057 3,002 1,668 546,541

對賬：
減：其他收益（附註） (3,002)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呈列之收益 543,539
 

分部業績 10,378 (3,531) 894 (3,267) 4,474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27

租金收入 1,957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116,259

分佔聯營企業虧損 (21)

未分配開支 (21,598)

融資成本 (875)
 

除稅前溢利 100,223
 

附註： 分部收益╱（虧損）內之其他收益已分類為簡明綜合損益表內之其他收入及收益以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虧損）淨額。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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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續）
以下為按分部劃分之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

半導體分銷

消費類
產品及產品
採購業務 創投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630,103 111,080 37,489 2,206 780,878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收款項 (503,520)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207,61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6,572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79,674

 

資產總值 1,671,214
 

分部負債 36,997 246,648 186,236 74,481 544,362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付款項 (503,520)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107,737

 

負債總額 148,579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經審核）

分部資產 634,034 104,153 67,914 3,384 809,485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收款項 (516,044)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108,84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7,732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76,594

 

資產總值 1,586,615
 

分部負債 46,867 246,894 209,653 69,657 573,071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付款項 (516,04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104,579

 

負債總額 161,606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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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半導體分銷 442,078 518,814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15,923 23,057

其他 365 1,668
  

458,366 543,539
  

有關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之分類收益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 半導體分銷

消費類
產品及產品
採購業務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442,078 15,923 365 458,366
    

地區市場
香港 1,528 15,060 365 16,953
新加坡 440,550 546 – 441,096
台灣 – 317 – 317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442,078 15,923 365 458,366
    

收益確認的時間
於某個時間點轉移 442,078 15,923 365 45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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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續）
有關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之分類收益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 半導體分銷

消費類
產品及產品
採購業務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518,814 23,057 1,668 543,539
    

地區市場
香港 81 18,865 1,668 20,614

新加坡 518,733 1,718 – 520,451

台灣 – 418 – 418

印尼 – 2,056 – 2,056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518,814 23,057 1,668 543,539
    

收益確認的時間
於某個時間點轉移 518,814 23,057 1,668 543,539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9 27

上市債券投資之利息收入 341 1,524

上市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11 11

租金收入 2,094 1,957

政府補貼 611 3,127

外匯差額，淨額 606 669

其他 468 850
  

4,150 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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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之利息 6 766

租賃負債之利息 32 109
  

38 875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35 692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975 1,271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5 9

外匯差額，淨額 (606) (669)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其他地區
期內支出 2,22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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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期內已批准及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及支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30港元 
（二零二零年：0.025港元） 27,260 22,717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已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
0.01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010港元），總額約9,087,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087,000港元），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前後向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908,663,302股（截
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08,663,302股）計算。

本公司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已發行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
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26,623 100,812
  

股份數目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08,663,302 908,66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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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86 7,098

使用權資產 24,770 25,273
  

31,156 32,371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總成本約5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79,000港元）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以總成本約50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零）收購使用權資產。

11.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股本投資 2,158 2,547

上市債券投資 5,739 33,040

場外交易股本投資 7,490 9,375

非上市股本投資 3,222 3,222

主要管理人員保險合約 24,701 24,701
  

43,310 72,885
  

就申報目的分析為：
流動資產 18,609 48,184

非流動資產 24,701 24,701
  

43,310 7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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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43,347 46,832

減值 (11,946) (11,946)
  

31,401 34,886
  

本集團與客戶訂立之交易條款視乎供應之產品類別而有所不同。賬款通常須於發票發出後30至45日內支
付，惟已建立長久業務關係之客戶之賬期則可延至超過60日除外。有關客戶特別指定及極為專門之項目，
在接納訂單及交付產品之前可能須預付按金或開立信用證。每名客戶均設定信貸上限。本集團致力對其未
收回之應收款項實施嚴格控制，並制定信貸管制政策，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由本公司之高級管理層及董
事組成之信貸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審閱及批核大額客戶信貸。鑑於上文所述，以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
與為數眾多且分散之客戶有關，因此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未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
他强化信貸條件。應收貿易賬款不計利息。

基於發票日期並扣除減值撥備，於報告期間結束時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2,508 11,079

1至2個月 3,453 3,573

2至3個月 3,344 376

超過3個月 22,096 19,858
  

31,401 3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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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19,950 4,990

已收按金 2,126 2,357

應計費用 20,839 21,268
   

42,915 28,615
   

根據付款到期日，於報告期間結束時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即期 18,047 437

1至30日 177 –

31至60日 – 76

超過60日 1,726 4,477
  

19,950 4,990
  

應付貿易賬款乃不計息，一般於30至90日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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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08,663,302 90,866
  

15. 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
本集團持續按公平價值計量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於各報告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價值計量。下表載列有關該等金融資產公平價值之釐定方
式（尤其是所使用之估值技術及輸入值）及按公平價值計量輸入值之可觀察程度進行公平價值計量分類之公
平價值層級（第一至三層）之資料。

• 第一層公平價值計量衍生自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之報價（未經調整）；

• 第二層公平價值計量衍生自資產或負債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衍生自價格）可觀察之輸入值（第一層
中之報價除外）；及

• 第三層公平價值計量衍生自計及資產或負債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的輸入值（不可觀察輸入值）之估
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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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續）
本集團持續按公平價值計量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續）

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之
公平價值

公平價值
層級 估值技術及主要輸入值

    

上市股本投資，按市值，於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中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
賬之金融資產

2,158,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547,000港元）

第一層 活躍市場所報市價

上市債券投資，按市值，於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中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
賬之金融資產

5,739,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3,040,000港元）

第一層 活躍市場所報市價

場外交易股本投資，按市值，於簡明綜合
財務狀況表中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價
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7,49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9,375,000港元）

第一層 活躍市場所報市價

非上市股本投資，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中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列賬之金融
資產

3,222,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222,000港元）

第三層 價值乃參照可資比較上市公司
之平均企業價值與銷售額的
比率或近期交易之發行價等
倍數估計

主要管理人員保險合約，於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中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
賬之金融資產

24,701,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4,701,000港元）

第三層 價值按賣方所報賬戶價值減退
保費用估計

附註： 管理層認為，由於敏感度分析並不反映期間╱年度內風險，故並無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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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續）
本集團持續按公平價值計量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各不同公平價值層級之間並無轉移。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按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金額與公平價值相
若。

第三層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計量對賬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48,605

購買 5,439

匯兌重新調整 1,030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5,074

於損益內確認之虧損總額 (14,027)

購買 194

轉至第一層 (14,093)

匯兌重新調整 775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7,923
 

公平價值計量及估值程序
於估計資產或負債之公平價值時，本集團盡量使用市場可觀察數據。如無第一層輸入值，本集團將考慮定
期委聘獨立估值師進行估值。本公司管理層與估值師緊密合作，制訂合適之估值技術及模型輸入值。

對於主要管理人員保險合約及非上市股本投資之估值，本公司管理層按照現有資料估計預計金額。有關釐
定各種資產公平價值所用估值技術及輸入值之資料已於上文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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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除本中期報告其他部分所詳述之交易外，本集團於期內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了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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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營企業：
股息收入 (i) 46,620 34,965

聯營公司：
銷售產品 (ii) 2,595 –

購買產品 (ii) 547 –
  

附註：

(i) 由本集團合營企業宣派之股息乃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之
中期股息。

(ii) 聯營公司的銷售及採購乃按訂約方共同協定的價格及條款進行。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
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期內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7,422 6,812

退休金計劃供款 367 268
  

7,789 7,080
  

董事薪酬乃參照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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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重點，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六個月之比較數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按分部之收益
半導體分銷 442.1 518.8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15.9 23.0
創投 (1.0) 3.0
其他 0.4 1.7

  

457.4 546.5
  

除利息、稅項、折舊、攤銷及非現金項目前溢利╱（虧損）
公司 (17.2) (21.6)
創投 (2.5) 1.6
半導體分銷 156.9 127.7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2.9) (3.4)
其他 (4.4) (3.3)

  

129.9 101.0
  

折舊及攤銷
公司 – –
創投 (0.6) (0.7)
半導體分銷 (1.1) (1.1)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 (0.2)
其他 – –

  

折舊及攤銷總額 (1.7) (2.0)
  

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 128.8 101.1
利息開支 – (0.9)
銀行利息收入 – –

  

除稅前溢利 128.8 100.2
所得稅 (2.2) (0.1)

  

期內溢利 126.6 100.1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26.6 100.8
非控股權益 – (0.7)

  

126.6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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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得到廣泛接種、各經濟體持續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持，加上二零二零年基數較低的情況
下，全球經濟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穩步增長，多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皆有良好反彈。根據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公佈之數據顯示，二十國集團整體GDP於今年第一季及第二季分別錄得0.9%及0.4%增長。然而，由於
Delta變種病毒肆虐，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暫時未見明朗，加上地緣政治風險和通脹等問題圍繞，環球經濟或將受
到持續拖累，負面影響將可能廣泛影響多個行業。

回顧期內，面對艱巨的外部環境挑戰及動盪不穩的環球政經格局，本集團按分部錄得總收益為457,400,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546,500,000港元），約下降16.3%。其中半導體分銷業務錄得收益為442,100,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518,800,000港元），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錄得收益為15,9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3,000,000港
元），創投業務錄得虧損為1,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溢利3,000,000港元）及互聯網社交媒體業務錄得收益為
4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700,000港元）。

半導體分銷業務
儘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重創全球經濟，但半導體市場於二零二一年表現依然亮麗。根據國際數據公司（「IDC」）
預測，二零二一年半導體市場將增長17.3%，對比二零二零年的10.8%，增長動力來自於手機、筆記本、服務
器、汽車、智能家居、遊戲、可穿戴設備和Wi-Fi接入點等產品的市場需求上升。

半導體供應鏈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全球晶片製造商和半導體廠商正努力重建靈活的供
應鏈以應對變化。IDC認為隨著增產速度加快，集成電路的短缺也有望在二零二一年第四季度繼續得到緩解。到
二零二二年中，行業晶片短缺的情況將會正常化及回復平衡，而隨著二零二二年底較大規模的產能擴張開始上
線，二零二三年更有可能出現產能過剩。

回顧期內，半導體分銷業務錄得營業額為442,1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518,800,000港元）。其中，新加坡附
屬公司仍然是本集團的主要收益貢獻者。新加坡業務專注於東南亞國家如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及菲律賓。銷
往新加坡市場的主要產品為廣泛用於智慧手機的存儲晶片，其次是用於液晶電視的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器及面
板。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合營企業同憶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同憶集團」）業績表現良好。其營業額雖無合併
到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但錄得21.2%升幅至13,582,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1,204,000,000港元）。本
集團於同憶集團所分佔溢利與過往期間相比有所增加，主要由於同憶集團於回顧期內錄得更佳表現。同憶集團
的主要客戶是中國的主要手機製造商和手機元件供應商。同憶集團主要從事分銷三星電子包括(i)影像傳感器(ii)多
制層封裝晶片和(iii)ARM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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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指出，儘管Delta變種病毒掀起另一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但消費維持健康，而半導體代工廠在2021年餘
下的時間裏產能利用幾乎達到全開。根據IDC預計，5G半導體收入將增加128%，手機半導體總額預計將增長
28.5%。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回顧期內，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錄得營業額15,9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3,000,000港元）。我們代理
多種國際電子產品，由小型家電到最新潮流科技品都一應俱全，主攻市場包括香港、澳門、新加坡及印尼等地
區。

香港零售需求持續改善，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一月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本地零售業總銷貨價值連升八個月。不
過，由於全球各種旅遊和檢疫限制依然維持，以及香港與內地通關仍未有確實的時間表，預計旅遊業需求將繼
續處於弱勢。在電子商務方面，香港越來越多實體零售商加入建立網上銷售管道並且加大投放力度，以配合潮
流趨勢，得以在疲弱市道下保持彈性增長。

另一方面，東南亞地區網絡經濟發展迅速，據穀歌、淡馬錫控股及貝恩策略顧問公司聯合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
指出，該地區的電商商品成交金額預計由二零二一年的1,740億美元增長至二零二五年的3,630億美元，電子
商務繼續是其中一個主要增長動力。東南亞地區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更多零售商表示渴望加入電子商務行
列，行業穩步地向著端到端數碼化轉移，吸引客戶的前端數碼工具和幫助加強營運的後端數碼解決方案急速發
展。這些利好因素或有助推動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的穩健發展。

互聯網社交媒體業務
回顧期內，830 Media Limited（「830 Media」）錄得收益為4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700,000港元），收益來
自於旗下830 Lab Limited（「830 Lab」）及Whizoo Media Limited（「Whizoo Media」）。

830 Lab致力於協助其客戶在線上推廣業務，除提供網頁設計及開發服務外，亦提供包括拍攝和攝影在內的線上
內容創作服務。另外，830 Media亦正發展另一網上親子平台「He She Kids」。「He She Kids」Facebook頁面分
享大量育兒親子資訊及視頻，其知名度不斷提高，並且受到父母廣泛歡迎。

Whizoo Media是一家互聯網社交媒體公司，專注於原創視頻製作，並把這些創意視頻發佈在各大線上社交平台
上，包括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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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本港的營商環境仍然艱難，隨著企業品牌不斷轉變業務重點、重新調整業務需求和減少廣告支出，
Whizoo Media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本集團將繼續審視並利用現有資源來管理其互聯網社交媒體業務，密切關注行業發展的新動態及制定適合時宜
的發展策略，透過不同管道發揮創意，為市場復甦做好準備。

創投業務
回顧期內，創投業務營業額錄得虧損1,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溢利3,0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期內透過損益
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錄得公平價值收益╱（虧損），淨額、上市債券投資的利息收入，以及上市股本投資
的股息收入。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上市及非上市股本投資、上市債券投資、場外交易股本投
資及主要管理人員保險合約，其公平價值為43,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72,900,000港元）。回
顧期內，本集團的創投業務錄得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虧損淨額1,400,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公平價值收益淨額1,400,000港元）。

創投業務一直為集團帶來可觀收入，其最終目標為在被投資企業股本上市或在特別情況下上市前取得資本收
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主要戰策性投資包括於Mad Runway Holdings Limited、Luxury Choice 

Investments Limited、Urban City Joint Stock Company及Connectivity Ventures Fund, LP的投資。Mad 

Runway Holdings Limited是ELLE家族的成員，致力於打造最權威的一站式時尚購物平台；Luxury Choice 

Investments Limited是全球領先的快速增長的定製手錶品牌之一；Urban City Joint Stock Company是一間越南
電子商務公司；而Connectivity Ventures Fund, LP則是主要投資發展微晶片業務的投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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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縱觀今年環球經濟走出二零二零年的低谷，但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地緣政治及供應鏈中斷等不穩定因素影響
下，全球經濟活動及增長在二零二一年下半年起開始放緩。美國較早前公佈，今年第三季GDP增長2%，較預期
低；而中國公佈的第三季GDP亦較預期低，錄得4.9%增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前稍為下調今年全球GDP預測0.1個百分點至5.9%。該組織提到，其中一個下調原因為供
應擾動。一方面，一些國家的疫情爆發和不利天氣令主要生產投入品出現短缺，導致製造業活動疲軟；另一方
面，供應短缺、被壓抑的需求釋放和大宗商品價格反彈，通脹風險持續上升。多國紛紛暗示經濟下行壓力加
大，正著力部署措施應對風險。

晶片方面，短缺及供應鏈問題自疫情開始持續至今，但隨著多方重新審視及調整其供應鏈，供不應求的情況料
最終將會恢復正常。晶片製造商及供應商現在仍面對生產力、半導體使用及地緣政治因素等方面的挑戰。因
此，行業參與者必須能夠識別潛在威脅或風險，因地制宜地在庫存協調和物流等方面制定靈活可變的計劃。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加快科技發展，對5G的興趣及投入的投資更有增無減。德勤早前發表報告，全球企業在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下，著力部署5G等新一代無線技術，致力有效應對當前和未來衝擊，並加大開發全新
解決方案和產品服務；愛立信亦發表報告，預計至二零二一年年底全球將有5.8億名5G用戶，數字至二零二六年
年底更增加至35億。5G的快速發展料將為行業帶大巨大機遇。

本集團將繼續借助自身在行業內建立的商譽及大量投入，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帶來的複雜、多變及充滿不
確定性的新常態。本集團將繼續保持審慎的發展方針，穩建發展亞太地區市場，鞏固已有的競爭優勢，盡力實
現集團的穩定增長，為股東帶來合理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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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債務總額狀況及相應資本負債比率如下：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20.8 124.3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計入流動資產） 18.6 48.2

  

139.4 172.5
  

租賃負債 1.7 1.6
  

權益總額 1,522.6 1,425.0
  

債務總額與權益總額之比率 0.1% 0.1%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即現金及銀行結存及於其他財務機構之存款）為
120,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24,300,000港元），而本集團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
產（計入流動資產）為18,6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48,200,000港元）。有關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包括固定收入、股本及另類投資之平衡組合，而該等款額指本集團持有作中期至長期業務發展
之現金儲備，並將成為本集團資金之一部分。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債務總額與權益總額之比率為0.1%（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0.1%），本集團之權
益總額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為1,522,6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425,000,000港元），而現金
及等同現金項目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計入流動資產）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總額為
139,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72,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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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續）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狀況仍然穩健。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流動資金比率為184%（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175%）。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流動資產 245.8 257.1

流動負債 (133.4) (146.5)
  

流動資產淨值 112.4 110.6
  

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 184% 175%
  

管理層相信，本集團依循審慎政策管理其財資水準，並維持高度流動資金，以確保本集團能夠隨時把握業務增
長機會。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約43,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72,900,000港元）。有關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明細，請參閱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附註
11。有關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於期內之表現及未來前景，請參閱本報告第29頁「業務回顧－創投
業務」一節。

資產抵押
本集團賬面值為23,32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3,762,000港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
權資產以及計入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的若干主要管理人員保險合約7,99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7,990,000港元)已予抵押以獲得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融資。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136名（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64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乃
根據員工之功績及員工於職位上之發展潛力而聘用及提供晉升機會。薪酬組合乃參照員工之表現及市場當時之
薪金水準而釐定。此外，本集團為合資格僱員營辦一項購股權計劃，就各參與僱員之貢獻及提升本集團利益之
不懈努力提供獎勵。本集團亦會按本集團及僱員個人表現授出購股權及酌情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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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須予保存之登記冊所記
錄之權益，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a)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及身份 本公司普通股數目
已發行股份權益
概約百分比

蘇煜均博士（「蘇博士」） 公司權益
實益擁有人

507,275,468

52,058,400

（附註）

61.56%

附註： 該等股份包括 (i) 由B.K.S. Company Limited（「BKS」）持有之410,507,602股本公司股份；(ii) 由Jade 
Concept Limited（「Jade Concept」）持有之96,767,866股本公司股份；及 (iii) 由蘇博士作為實益擁有人持有
之52,058,400股本公司股份。根據蘇博士在BKS及Jade Concept之權益，彼被視為於507,275,468股本公司
股份中擁有權益，有關詳情於下文「主要股東之權益」一節進一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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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續）

(b)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相關股份之權益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及身份 相聯法團名稱
相聯法團

普通股數目
相聯法團權益
概約百分比

蘇智燊先生 實益擁有人 830 Lab Limited

（「830 Lab」）
220,000

（附註）
30.98%

附註： 830 Lab（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該等相關股份指根據830 Lab所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授予蘇智燊先生之購股權
權益。

董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另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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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登記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
規定須予保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AV計劃」），旨在向對本集團之成功營運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提供獎勵及回
報。AV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生效，除非被取消或修訂，否則將於該日起計10年內有效。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於AV計劃項下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根據
AV計劃已授出或同意將予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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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附屬公司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830 Lab採納購股權計劃（「830 Lab計劃」）。根據830 Lab計劃，830 Lab可向其任何全
職僱員及董事以及830 Lab計劃所界定之任何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以認購相應之830 Lab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Whizoo Media Limited（「Whizoo Media」）採納購股權計劃（「Whizoo Media計劃」）。根
據Whizoo Media計劃，Whizoo Media可向其任何全職僱員及董事以及Whizoo Media計劃所界定之任何合資格
人士授出購股權，以認購相應之Whizoo Media普通股。

830 Lab計劃
期內，於830 Lab計劃項下未行使之購股權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姓名或類別
於二零二一年

四月一日之結餘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失效 於期內獲行使 於期內註銷 於期內屆滿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購股權之
授出日期

購股權之
行使期

購股權之
行使價

本公司及830 Lab之董事
蘇智燊先生 220,000 – – – – – 220,000 5/8/2013 6/9/2015 – 

5/8/2023

每股8.0 

港元

830 Lab之僱員 15,000 – – – – – 15,000 5/8/2013 6/9/2015 –

 5/8/2023

每股8.0 

港元
       

合計 235,000 – – – – – 235,000
       

Whizoo Media計劃
期內，於Whizoo Media計劃項下未行使之購股權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姓名或類別
於二零二一年

四月一日之結餘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失效 於期內獲行使 於期內註銷 於期內屆滿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購股權之
授出日期

購股權之
行使期

購股權之
行使價

Whizoo Media之僱員及合計 300 – (200) – – – 100 1/2/2021 2/2/2023 –

1/2/2031

每股121.66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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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購股權計劃」一節所披露者外，概無於期內任何時間
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授予可藉購買本公司股份或債權證而獲得利益之權利，彼等亦概無
行使該等權利；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該
等權利。

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之主要股東（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予保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5%或以上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份權益
概約百分比

BKS 實益擁有人 410,507,602

（附註1）
45.18%

Jade Concept 實益擁有人 96,767,866

（附註2）
10.65%

楊潔玲女士（「楊女士」） 配偶之權益 559,333,868

（附註3）
61.56%

附註：

1. BKS由蘇博士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蘇博士被視為於BKS持有之410,507,602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
益。

2. Jade Concept由蘇博士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蘇博士被視為於Jade Concept持有之96,767,866股本公
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3. 由於楊女士為蘇博士之配偶，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蘇博士擁有權益之BKS及Jade Concept持有之本
公司股份及蘇博士作為實益擁有人持有之52,058,4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人士或法團（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
外，彼等之權益載於上文）通知，表示彼等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須知會本
公司或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予保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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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變動
自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年報日期起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予以披露的董事資料之變動如下：

董事 變動之詳情

呂明華博士，SBS，太平紳士 － 不再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主席，但繼續擔任審核
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成員，自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起生效。

Charles Edward Chapman先生 － 獲委任為本公司提名委員會主席，自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起生
效。

黎 鴻先生 － 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自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起生
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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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載列之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的偏離企業管治守
則之守則條文A.2.1除外：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之主席與
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職位由蘇煜均博士擔任。

董事會相信，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交由同一人兼任，能有助於執行本集團之業務策略，提升營運效率。因
此，董事會認為，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在有關情況下實屬適當。再者，在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監督下，董事會恰當地以權力平衡之方式構建，為保障本集團及其股東之權益提
供充分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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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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對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
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乃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成立，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
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黎 鴻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呂明華博士，SBS，太平紳

士及Charles Edward Chapman先生）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
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0.010港元（二零二零年：0.010港元）。中
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前後向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釐定有權收取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的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十五日（星期三）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謹此提醒股
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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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
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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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AV CONCEPT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蘇煜均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報告發表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蘇煜均博士（主席）、蘇智恒先生及蘇智燊先生，以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呂明華博士，SBS，太平紳士、Charles Edward Chapman先生及黎 鴻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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