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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059）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之公佈

全年業績

看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董事（「董事」）會（「董

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27,755 139,069
銷售成本 (54,696) (55,793)

毛利 73,059 83,27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985 2,665
分銷成本 (24,357) (25,685)
一般及行政支出 (46,040) (51,817)
就存貨所確認之減值虧損撥回 — 20
財務成本 (629)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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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5,018 7,354
所得稅支出 5 (460) (1,665)

本年度溢利 4,558 5,689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算確定給付制之退休福利 20,090 37,012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國外業務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0,796) 12,14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9,294 49,153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13,852 54,842

每股盈利
—基本及經攤薄 7 2.06港仙 2.6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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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811 34,582
使用權資產 5,214 4,303
退休褔利盈餘 7,165 —

51,190 38,885

流動資產

存貨 8 20,934 23,105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9 23,837 26,539
應收貸款 10 5,854 9,018
應收稅款 112 285
現金及現金等額 108,260 118,848

158,997 177,79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11 46,612 48,601
合約負債 24,096 24,970
租賃負債 2,728 2,674
保養撥備 1,053 1,062
應付一名董事的款項 — 2,180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的款項 — 11,733
應付稅款 26 26

74,515 91,246

流動資產淨值 84,482 86,54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5,672 12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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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393 1,753
退休福利承擔 — 16,018

2,393 17,771

資產淨值 133,279 107,66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044 21,704
儲備 107,235 85,959

權益總額 133,279 10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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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定額福利退休計劃則除外）及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KFRS」）（包括所有HKFRS、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歷史成本一般按換取貨品及服務所付代價之公允價值計量。此外，綜合財務報

表亦載有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資料。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KFRS」）的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HKFRS的修訂本，以編製綜合財務報表：

HKFRS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HKFRS第7號、HKFRS第4號及

HKFRS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HKFRS第16號（修訂本） 適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與Covid-19相關

租金寬減

本年度應用HKFRS的修訂本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本集團於本年度及先前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

及╱或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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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的HKFRS：

HKFRS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2

HKFRS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1

HKFRS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投入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第5號

（二零二零年）之有關修訂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的披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的遞延稅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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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成本 1

HKFRS（修訂本） HKFRS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1

1 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自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之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HKFRS於可見將來不會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所報告的金額及所

作出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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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

(a) 收益

收益指本集團就向外界客戶出售產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

本集團之收益包括下列各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在HKFRS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範圍內之

客戶合約收益

銷售文化產品 2,777 3,137

科技—系統銷售（包括軟件特許權） 55,836 68,095

科技—提供安裝及維護服務 45,624 43,643

104,237 114,875

科技—租賃系統產品 23,518 24,194

127,755 139,069

(b) 分類資料

經營分類乃根據符合HKFRSs之會計政策而制定之內部管理報告識別，並由本公司董事即主要經營

決策者定期審閱以分配資源予各分類並評估其表現。按HKFRS第 8號經營分類，本集團的業務可劃

分為以下三類：

. 銷售文化產品 – 包括文化產品貿易之收入

. 科技：系統銷售（包括軟件特許權

及服務）

– 包括銷售系統（包括軟件特許權及提供安裝及維護

服務）之收入

. 科技：租賃系統產品 – 包括租賃系統產品之收入

分類業績指各分類業務所確認之除稅前利潤或虧損，不包括利息收入、財務成本、未分配之收入及

開支（如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薪酬等）。此供主要經營決策者衡量資源分配及評估各分類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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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述分類資料呈報如下：

科技

銷售文化

產品

系統銷售

（包括軟件

特許權及

服務）

租賃系統

產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收益

對外銷售及總收益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2,777 55,836 — 58,613

隨時間確認 — 45,624 23,518 69,142

2,777 101,460 23,518 127,755

業績

分類業績 (390) 7,931 2,312 9,853

利息收入 574

財務成本 (629)

未分配開支—淨額 (4,780)

除稅前利潤 5,01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收益

對外銷售及總收益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3,137 68,095 — 71,232

隨時間確認 — 43,643 24,194 67,837

3,137 111,738 24,194 139,069

業績

分類業績 249 15,971 4,976 21,196

利息收入 811

財務成本 (1,105)

未分配開支—淨額 (13,548)

除稅前利潤 7,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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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資料

本集團分別按客戶及資產所在地劃分之收益及非流動資產分析載列於下表：

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於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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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及

澳門 2,777 3,137 972 —

歐洲（主要為英國（「英國」）及德國） 124,978 135,932 43,053 38,885

127,755 139,069 44,025 38,885

(c) 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相應年度為本集團總銷售額貢獻超過10%的客戶收益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14,904 —

來自客戶A之收益源於系統銷售（包括軟件特許權及服務）。

4. 折舊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計入一般及行政支出內） 8,182 7,24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計入一般及行政支出內） 2,847 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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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德國企業所得稅 573 471
—馬來西亞企業所得稅 — 68
—中國企業所得稅 — 26

573 565

過往年度之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德國企業所得稅 14 —

—馬來西亞企業所得稅 (127) —

—英國企業所得稅 — 1,100

(113) 1,100

所得稅支出 460 1,665

英國企業所得稅乃以源自英國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9%（二零二一年：19%）之稅率計算。

根據德國之法規及規例，本集團須就於德國進行業務之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5%（二零二一

年：15%）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根據馬來西亞之法規及規例，本集團須就於馬來西亞進行業務之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24%（二

零二一年：24%）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之附屬公司於兩年內之稅率均

為25%。

香港利得稅乃以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二一年： 16.5%）之稅率計算。於兩年內，就

香港利得稅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

6. 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未派發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自報告期完結後亦未建議派發任何

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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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4,558 5,689

普通股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1,438 217,039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兩個年度之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8. 存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8,711 7,285

在製品 1,760 5,807

製成品（附註） 10,463 10,013

20,934 23,105

附註：

(i) 製成品包括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持作買賣及轉售之文化產品（包括珍貴寶石及藝術品）4,303,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4,419,000港元）。

(ii)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所有文化產品存於一間世界知名的保安公司的保

險倉庫，其為本集團獨立第三方。

9.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附註） 13,261 14,822

應收其他賬款 10,576 11,717

23,837 26,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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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本集團就其貿易客戶實行明確之信貸政策。根據彼等之信用、服務及產品之性質、行內規範及市場情況

而給予客戶介乎30日至180日之信貸期。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於報告期完結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60日 10,658 14,618

61–90日 2,428 204

91–180日 175 —

13,261 14,822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之財務及銷售管理團隊會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譽度，並相應地釐定客戶之信

貸額。賦予客戶之信貸額時會參考其過往結賬記錄及在適當的情況下將有關其當前聲譽的信息定期進行

審閱。

個別或共同釐定為不作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扣除預期信貸虧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 12,923 14,618

逾期少於一個月 338 204

13,261 14,822

10. 應收貸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 11,708 15,631

減：計提減值損失撥備 (5,854) (6,613)

5,854 9,018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三名借款人（二零二一年：四名借款人）的貸款（扣除預期信貸虧損）為約

5,85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9,018,000港元），該等貸款為無抵押及有個人擔保。所有應收貸款均以人

民幣（「人民幣」）計值。應收貸款的固定年利率為 8%至10％（二零二一年： 8%至10％），到期日為貸款提

取日期後的十二個月內。截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已收到款項約為5,85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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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3,220 4,189

應付其他賬款 43,392 44,412

46,612 48,601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完結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60日 3,220 4,189

購買貨品之信貸期介乎30日至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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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收益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錄得總收益約為 128,0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約為 139,000,000港元，減少約 8%。如之前一年，回顧年內主要因產品組合變動以及本

集團一直銷售的服務和產品的性質，在疫情肆虐下，借助網絡行銷亦未能顯著地取代實體

市場推廣活動所達至的效果。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溢利約為 4,6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溢利約為 5,700,000
港元。溢利的減少主要由於回顧年內銷售額減少了 8%縱使一般及行政開支亦減少 11%所

致。每股盈利為2.06港仙，而去年同期則為每股盈利2.62港仙。

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本集團之分銷成本主要產生自其英國主要附屬公

司Multitone Electronics PLC（「Multitone」），其分銷成本錄得約24,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為 25,700,000港元減少約 5%。在疫情肆虐下，限制了外訪的機會，加上很多貿易展覽也被

取消了，導致分銷成本下降。

一般及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一般及行政支出減少約 11%至約 46,000,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約 51,800,000港元）。今年的開支有所減少是謹慎成本控制的成果，及亦由於需本

集團共同分擔前母公司—冠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支出於控股東轉變（即二零二一年十一

月九日）生效起而停止所致。

財務成本

年內財務成本減少至約629,000港元，而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則約為1,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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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當我們進入2021 / 22時，人們對世界經濟將從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響中復甦感到樂觀。新冠

疫情的影響有所減弱，但很快就被烏克蘭戰爭的影響所取代。

儘管面臨運營挑戰，我們仍繼續在運營方面進行投資，特別是在研發、銷售和市場營銷方

面，以支持為我們帶來競爭優勢的產品開發。儘管全球經濟的某些領域抑制了商機，但我

們在公共和私人醫療保健領域的立足點以及我們對智能產品的開發繼續尋找到機會。

本集團的業績在新冠疫情後復甦和烏克蘭戰爭爆發的背景下仍然取得可觀的成就。

科技業務—智慧通訊方案

雲端 i-Message—亞馬遜網絡服務

我們大比重地投資在研發方面促成了我們的Multitone i-Message解決方案成功地從內部部署

遷移到雲端。

我們與部署了雲平台的亞馬遜網絡服務 (AWS)的合作夥伴關係使我們能夠為採用雲優先戰

略的現有醫療保健客戶提供值得信賴的雲平台。

Multitone作為技術合作夥伴是AWS網絡合作夥伴的成員，我們將繼續與AWS合作，在雲中

提供超快速、高度可靠的Multitone i-Message服務。

AWS高度安全，並提供出色的彈性和超過 99.9%的可用性。AWS也是全球性的，在各大洲

提 供 雲 服 務 ， 這 將 幫 助 Mu l t i t o n e 在 全 球 推 廣 我 們 的 雲 解 決 方 案 。（ 請 參 考 h t t p s : / /
www.multitone.com / partnerships /）

我們現在在英國有許多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客戶使用我們的AWS實例來提供智能手機訊

息應用程序，以補充他們現有的本地無線電尋呼解決方案。

這種能夠從我們的AWS雲實例支持智能手機應用程序，並且還支持來自云的無線電本地尋

呼基礎設施的組合是Multitone與其在英國的競爭對手之間的關鍵區別。

屢獲殊榮的EkoTek個人安全解決方案

通過我們EkoTek和EkoCare系列產品的持續創新，我們成功地贏得了精神健康護理市場中的

許多備受矚目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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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下一代EkoTek集線器（又名控制器）已按預期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發佈銷售，讓我

們能夠部署更多的EkoTek解決方案以支持更多的設備。

我們的 EkoTek系列產品開發了一種不易損壞及防捆紮的傳呼設備，成功地在Camden &
Islington Mental Healthcare NHS Trust的海格特醫院部署我們的解決方案。

這是有史以來在英國部署的最大的EkoTek解決方案，這使EkoTek在二零二二年健康數碼技

術獎中獲獎成為最佳心理健康解決方案。

傳呼機

回顧期內，傳呼技術需求依然強勁。這一時期的傳呼接收器銷量略有增長，這提供理據支

持我們持續投資在以傳呼作為緊急信息傳遞的最佳技術。

文化產品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計入本集團存貨中包括文化產品（即珍貴寶石及藝術品）價值為

4,303,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4,419,000港元），將於日常貿易業務中持作買賣

及轉售。於回顧年度內，我們購買並已售出三件純金飾品。

上述文化產品合共143件，現存放在一間由世界知名的保安公司營運之保險庫內，該保安公

司為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

控股股東

本公司前控股公司—冠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冠軍」）、城創投資有限公司，一間由陳冠華

先生全資擁有，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要約人」）及本公司聯合宣佈，
冠軍與要約人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要約人已有

條件同意收購且冠軍已有條件同意出售待售股份 128,137,958股（約佔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

本之59.04%）。

由於在冠軍股東特別大會上向冠軍股東提呈以批准（其中包括）買賣協議及據此進行的交易

之決議案已正式通過，以及全部先決條件已達成，故要約人、冠軍及本公司宣佈，完成已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落實（「完成」）。緊隨完成後，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合共

128,137,958股股份（相當於看通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59.04%）中擁有權益。於二零二一年十一

月九日完成後，本公司不再為冠軍的附屬公司，本公司的財務業績亦不再與冠軍集團的綜

合財務報表綜合入賬。自此，要約人成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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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1，於完成後，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須就所有已發行看通股份（要

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者除外）提出強制性無條件全面現金要約

（「要約」）。

於完成後及於要約期開始前，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合共 128,137,958股股份中擁有權

益，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59.04%。經計及涉及根據要約的 8,490,486股要約股份

之有效接納，緊隨要約截止後，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合共 136,628,444股股份中擁有

權益，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62.95%。

要約人的唯一董事兼股東陳冠華先生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周年大

會上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日的綜合文

件所述，要約人將檢討本集團的現有主要業務及財務狀況，以就本集團的未來業務發展制

定業務計劃及策略。視乎檢討結果，要約人可能開拓其他商機，並考慮是否適合進行資產

出售、資產收購、業務精簡、業務撤資、集資、業務重組及╱或業務多元化發展，以提升

本集團的長遠增長潛力。最近，董事會一直在研究一方面將Multitone的產品帶到香港和馬

來西亞等其他亞洲國家，另一方面建立香港公司在技術方面的業務的可能性。然而，此類

商業計劃需要額外的營運資金，因此可能需要一些集資行動。倘有關企業行動落實，本公

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另行刊發公佈。

放貸業務

期內，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分別與兩家中國公司（均為獨立第三方）訂立兩份貸款合約

（「貸款」）。貸款額分別為人民幣 2,600,000元和人民幣 2,400,000元。貸款期限為提款日起計

六個月，年利率為8%。貸款得到兩名擔保人的適當支持，其財務實力被認為足以擔任這些

貸款的擔保人。

放貸服務僅由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偶然提供。該中國子公司從來沒有向公眾展示自己為

放債人，也從來沒有兜攬任何人向他們貸款。因此，董事並不考慮或認為放貸為本公司於

本期間內的主要或核心業務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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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貸僅限於固定利率的定期貸款。所有潛在的貸款都是逐個個案考慮，亦沒有限於指定的

特定行業。然而，本公司有其本身的放貸程序清單，倘有貸款情況發生，董事將遵守該清

單中的程序審批。

任何貸款都只能使用我們的閒置資金進行，並且只可以貸款給附屬公司董事相熟的人。然

後，他們將對其進行信用評估程序，如果結果令他們滿意，他們將向香港董事提交請求以

進行進一步評估和批准。

此類評估和了解你的客戶（「了解你的客戶」）流程包括以下內容：

1. 核實借款人及擔保人的董事身份：

2. 核實借款人及擔保人的住址證明；

3. 取得商業登記證副本和公司編號（如適用）；

4. 查閱借款人及擔保人的公司章程（如適用）；

5. 核對中國相關機關發出的完稅證明，確定借款人的稅務狀況；

6. 取得天眼查的盡職調查報告，必要時尋求外部法律顧問的意見；及

7. 如果潛在借款人是一間公司，取得及查閱財務報表，首選的是審計報告。

在收集和核實有意借款人的上述背景資料後，我們中國附屬公司之董事及本集團公司秘書

部將通過以下方式進行貸款評估：

1. 取得企業銀行賬戶資料；

2. 查閱借款人最近的審計報告和管理賬目以及擔保人的個人財務背景來評估貸款人的信

用和財務狀況（如適用）；及

3. 取得借款人批准貸款的董事會會議記錄。

在適當考慮借款人的財務狀況、抵押品╱擔保的範圍和質量以及貸款期限後，中國附屬公

司的董事將提出一個傾向於使利潤最大化，同時符合中國的法規的最高利率，以確保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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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施加高於法定上限的利率。一般情況下，中國附屬公司會收取不少於中國貸款最優惠

利率（「中國貸款最優惠利率」）兩倍的利息費用。

截至目前，最高利率不應超過每年 14.6%，即中國貸款最優惠利率（約為每年 3.65%）的四

倍。

上述盡職調查報告、了解客戶及信用評估文件以及貸款金額、條款和還款方式將提交本集

團董事會批准。在取得批准後，最終貸款協議將由我們中國附屬公司之董事與借款人和擔

保人簽署。

中國附屬公司之董事在貸款期限內不時與借款人保持個人聯繫，並會在各自到期日前約一

個月開始提醒他們償還債務。

以下是我們針對任何拖欠貸款的標準程序：

1. 向借款人發送催款通知書，要求立即償還債務；

2. 指示我們的中國律師向借款人發出催款函，並要求擔保人立即償還債務；及

3.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將採取正式法律行動：

(a) 借款人拒絕償還債務；或

(b) 如果在我們的法律催款函發出之日起十四個工作日後無法達成和解安排。

自現任管理層允許發放此類定期貸款以來，沒有跡象貸款將被出現拖欠。

收購英國物業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Multitone Electronics PLC（「Multitone」）（看通的全資附屬公司）
與 (i) Jonathan Michael Horne, (ii) Simon Francis Rogers及 (iii) NSS Trustees Limited（ IT Events
Limited Pension Scheme之信託人）（統稱「該等賣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Multitone同意購

買而該等賣方同意出售The Green Buildings的Unit A（「該物業」），代價為575,000英鎊（當中

不包括可退還之增值稅115,000英鎊）（「該收購事項」）。

參考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計算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因此該收購

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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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tone目前的總部位於Multitone House, United Kingdom（「總部」），就在該物業旁邊。董事

會認為，收購該物業將使我們更好地控制總部所在位置於Shortwood Copse Lane地區的發

展，並為Multitone提供擴大辦公面積的機會；以及在需要時將部分或全部營運團隊從其分

公司所在地（距離總部約240公里）轉移至該物業。

短期而言，Multitone擬持有該物業作投資用途，並將於收購後出租該物業以賺取租金收

入，同時保留一小部分作自用辦公用途。本集團是以該物業市場價值的折扣價收購該物

業，因此，本集團可享有穩定的租金收入及潛在的資本增值。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的公告。

未來前景

在二零二一年出現初步復甦後，隨著風險開始顯現，二零二二年的事態發展越來越悲觀。

全球生產量在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出現萎縮。已經因新冠疫情大流行而削弱的世界經濟受

到了一些衝擊：全球通脹率高於預期，尤其是美國和歐洲主要經濟體，引發金融狀況收

緊；並因烏克蘭戰爭而進一步惡化。

預計增長將從去年的6.1%放緩至二零二二年的 3.2%。在歐洲，大幅下調評級反映了烏克蘭

戰爭和收緊貨幣政策所釋出的效應。由於食品和能源價格以及持續存在的供需失衡，全球

通脹已被上調，預計今年發達經濟體將達到 6.6%，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達到 9.5%，分

別向上修訂 0.9和 0.8個百分點。二零二三年，通貨緊縮的貨幣政策預計將發揮作用，全球

生產量僅增長2.9%。大多數前景均面臨下行的風險。

最新預測預計2022年歐元區經濟增長2.6%，而英國經濟增長從 4.7%向下修至2.3%，2023年
從2.3%下調至僅0.5%。

儘管我們預計 2022 / 23財年上半年將充滿挑戰，但隨著我們進入 2023年，我們希望獲得一些

關鍵合同，以幫助我們在今年取得強勁的業績。

科技業務—智慧通訊方案

EkoTek採用BLE（低功耗藍牙）癡呆症護理解決方案

EkoTek產品系列的一個新的創新產品將於 2022年第三季度上市銷售，為身心衰弱人仕提供

監測管理系統。新增的EkoTek將利用腕帶使護理人員能夠執行除監控門口或禁區以外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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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該系統使用最新的藍牙技術，並無縫集成到員工警報 EkoTek網絡中。它還有顯示在

EkoMS（ EkoTek管理軟件）上的實時警報、並於儀表板和繪圖板顯示數據。

自第三方產品因過時而從歐洲癡呆症護理市場撤出後，該解決方案將使我們的德國子公司

能夠滿足現有客戶的需求。

這也將為Multitone提供新的機會來應對英國不斷增長的老年護理和癡呆症市場。

「Aurora項目」

正如之前的報告中所述，「Aurora」將是一個支持雲端和混合模式的緊急消息傳遞和臨床協

作解決方案的微服務平台。

「Aurora」將成為我們高度成功的 i-Message平台的繼任者，我們在研發方面的投資主要集中

在這一領域。我們仍然致力於交付「Project Aurora」的第一個元素，這將是一個基於雲的消

息傳遞解決方案，具有與設備兼容、獨立於操作系統的消息傳遞應用程序，最初將與現有

的 i-Message解決方案集成。

無線網絡傳呼

開發工作繼續進行，為我們現有的無線網絡傳呼機增加了無線網絡傳呼確認功能。這已經

發展到概念驗證階段，支持無線網絡的傳呼機被部署在許多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客戶

中。我們的目標是在2022年第四季度發佈支持無線上網的RPR950傳呼接收機。

數字警報器

基於在現有傳呼接收機中添加無線上網技術所獲得的知識，我們還開始開發下一代傳呼設

備。

「數字警報器」將結合支援合成頻率、無線上網和BLE技術、電子墨水顯示器和快速充電的

先進電池技術，這將使我們的無線電尋呼設備組合現代化。

英國市場

隨著我們擺脫COVID大流行，英國市場顯示出復蘇跡象，但現在受到能源危機的阻礙。然

而，我們在公共和私人醫療保健領域的解決方案仍有機會，特別是在我們最近取得成功的

精神醫療領域。

我們將參加 2022年第三季度在英國伯明翰舉行的緊急服務展，以擴大我們在緊急服務市場

的影響力，超越傳統的消防和救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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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英國的公共部門服務採用雲優先和雲混合方法，並且我們專注於Cloud i-Message和
「Project Aurora」的開發，我們已處於有利位置支持這項投資。

由於英國政府仍致力於對英國國家醫療服務体系進行投資，我們的發展路線圖反映了對緊

急消息傳遞、臨床工作流程和資產跟蹤的基於智能雲的解決方案的需求。

國際市場

Multitone在新西蘭增加了一家新經銷商，鞏固了其在亞太地區的地位。

我們還尋求通過與我們現有的美國分銷合作夥伴達成投資計劃來重振北美市場。

EkoTek系列產品在所有國際地區仍然是一個強大的品牌，Multitone是提供個人安全和單人

解決方案的市場領導者，例如部署到德國主要精神病診所連鎖店的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

案用於保護護理人員免受襲擊和攻擊。

具有 100%可用性的自治無線電網絡，使用網狀網絡技術構建，結合小巧方便的緊急電話

卡，以及可以進行自願或非自願呼叫的傳感器。該系統符合危險工作場所安全的最高DIN
（德國標準化研究所）質量標準。

標誌性項目

我們除了在Camden & Islington Mental Healthcare NHS Trust內部署屢獲殊榮的EkoTek外，我

們還成功地將EkoTek部署到Springfield醫院，該醫院是英國St Georges Mental Healthcare NHS
Trust的一部分。

Multitone還繼續成功地為英國的緊急服務部門提供救援人員動員解決方案，贏得了西南消

防和救援服務公司為Devon & Somerset Fire & Rescue Service提供站端解決方案的招標。

現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財務狀況及借貸

本集團維持正面良好的財務狀況。

於二零二二年 六 月三十 日 ， 本 集 團 包 括 存 款 、 銀 行 結 餘 及 現 金之流 動 資 金 總 額 約 為

108,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119,000,000港元）。流動資產約為 159,000,000港元（二零二

一年：約178,000,000港元），而流動負債則約為75,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91,000,000港
元）。本集團保持良好財務流動性，流動資產淨值約為 84,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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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00,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借貸（二零二一年：無借貸），且
貸款權益比率為零（二零二一年：按本集團借貸總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本集

團之貸款權益比率為零）。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年度之財務成本約為 62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1,100,000港
元）。

集資活動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年度，本集團完成一項融資措施，以加強財務狀況，所籌得款項

總額約11,500,000港元，其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如下：

公佈日期 集資活動

所籌集之所得款項

淨額 所得款項擬定用途 所得款項實際用途

二零二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

根據一般授權配

售新普通股

約11,500,000港元 約9,000,000港元用

作償還債務，而

餘下約2,500,000

港元一般營運資

金用途

9,000,000港元已用於償還

一筆結欠款以及約

1,300,000港元已用於行

政開支及營運開支。董

事會預期餘額約

1,200,000港元將於二零

二三年財年悉數動用。

下表載列約1,300,000港元

行政開支及營運開支之

明細分析：

所得款項用途 金額

（千港元）

董事酬金 260

法律及專業

費用 1,025

一般營運開支 21

總計： 1,306

庫務政策

本集團一直遵從審慎理財守則，流動資產維持正面。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營運資源及資本

市場作為營運及業務開發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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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無任何借貸，因此，本集團並無借貸相關之貨幣風險。

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有關投機性衍生工具或結構性產品之交易、利率或匯率之投機買賣活

動。本集團之一貫政策是透過配對外匯收入及支出直接管理外匯風險，而預計可能出現之

顯著外匯風險等，本集團將運用合適之對沖工具。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資本承擔（二零二一年：無）。

抵押

本集團賬面總值約為 10,000,000港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質押作為於英國營運的若干

附屬公司的定額福利退休計劃的抵押。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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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無）。

持有之重大投資、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以及重大投資

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持有重大投資，亦無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

資企業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全球聘用約167名全職及兼職員工。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僱員成本約為67,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76,000,000港元）。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乃參考市場水平並按照各僱員之能力、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定。

董事之酬金乃由本公司之人力資源及薪酬委員會綜合考慮本公司之經營業績、個人表現、

同類可比企業之薪酬支出、以及按相關董事職務需付出之時間及須承擔之責任等多項因素

作出建議。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作為對董事，合資格僱員及顧問（如適用）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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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上市證券。

執業會計師鄭鄭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此初步公告所載的有關本集團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入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執業會計師鄭鄭會計師事務所有

限公司（「鄭鄭會計師事務所」）同意作為本年度本集團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的數額。

鄭鄭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

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而進行的核證工作，因此鄭鄭會計師事務所亦不會

就此初步公告作出保證。

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整個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

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企業管治守則之偏離守則條文第A .4.1條
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 .4.1條（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沒有相關之要求），全體

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儘管其中一名非執行董事杜妍芳女

士並無獲委任指定任期，惟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條文，非執行董事應輪席退任及符合

資格膺選連任。於本公司各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一之董事（或倘其人數並非三之

倍數，則最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之一之人數）須輪席退任，故各董事須至少每三年退任一

次。因此，本公司認為該等條文足以達到企業管治守則之相關目標。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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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
作為其本身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

認彼等各自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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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與本集團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

例、其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已獲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看通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冠華

香港，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冠華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廖嘉濂先生及杜妍芳女士；及本公

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文輝先生、鍾秀維女士及葉偉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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