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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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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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N HEALTHCAR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現代健康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9）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現代健康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
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 225,588 205,396

其他收入 6 31,617 3,526

已售存貨成本 (5,358) (7,581)

廣告費 (994) (1,377)

樓宇管理費 (5,944) (5,720)

銀行費用 (10,413) (11,277)

僱員福利開支 (121,991) (148,561)

折舊及攤銷 (41,568) (46,877)

租賃成本 (2,426) (847)

其他經營開支 (19,344) (2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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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虧損） 49,167 (35,374)

利息收入 181 6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6,449) (3,537)

財務費用 7 (905) (1,230)

除稅前溢利╱（虧損） 7 41,994 (40,079)

所得稅開支 8 (1,034) (1,544)

期內溢利╱（虧損） 40,960 (41,623)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40,655 (41,880)

非控股權益 305 257

期內溢利╱（虧損） 40,960 (41,623)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9

基本 4.49 (4.63)

攤薄 4.49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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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 40,960 (41,623)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2,096) (1,09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2,096) (1,09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8,864 (42,714)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38,559 (42,971)

非控股權益 305 25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8,864 (4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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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3,668 150,654

投資物業 43,941 50,390

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12,878 8,966

遞延稅項資產 738 1,237

201,225 211,247

流動資產
存貨 7,693 7,83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 

預付款項 10 178,454 173,646

可收回稅項 3,259 3,499

已抵押銀行存款 47,318 47,205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5,191 5,49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1,747 122,039

383,662 359,71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 

應計費用 11 72,256 73,818

遞延收益 12 186,932 204,183

租賃負債 43,091 56,441

應付稅項 3,741 4,115

306,020 338,557

流動資產淨值 77,642 21,15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8,867 23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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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6,164 8,571

遞延稅項負債 630 626

16,794 9,197

資產淨值 262,073 223,20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0,448 90,448

儲備 167,691 129,132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258,139 219,580

非控股權益 3,934 3,629

權益總額 262,073 22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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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附註
（除另有指明外，以港元列示）

1 一般資料

現代健康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
為PO Box 309 GT,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
的地址為香港九龍九龍灣啟祥道9號信和工商中心6樓66-68號工場。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以及銷售護膚及保健
產品。本公司董事認為曾裕博士（「曾博士」，彼為本公司的董事）為本公司最終控股方。

2 編製基準

載於本公佈的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財務報告
之一部分，但摘錄自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該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並已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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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並載入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比較資料的財務
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
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自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獲得。核數師
已於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報告中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無保留意見。

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若干修訂，該等修訂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
次生效。此等修訂概無對本集團本期間或上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於本中期財務報告之
編製或呈列方式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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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集團的兩個可呈報分類如下：

美容及保健服務 － 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

護膚及保健產品 － 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類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須應用不同技術
及市場推廣策略，故該等可呈報分類須分開管理。

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述
者一致。分類溢利不包括其他收入、利息收入、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未分配成本（包含企
業行政開支）及所得稅開支。分類資產不包括投資物業、遞延稅項資產及可收回稅項。分類
負債不包括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以及應付關連公司及最終控股方款項。

(a) 期內，有關本集團可呈報分類之資料呈交予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以供資源分配及
分類表現評估之用，該等資料列載如下。

美容及
保健服務

護膚及
保健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210,394 15,194 225,588

可呈報分類溢利 40,632 9,077 49,709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可呈報分類資產 531,010 5,939 536,949

可呈報分類負債 304,704 13,612 318,316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187,556 17,840 205,396

可呈報分類（虧損）╱溢利 (36,672) 9,829 (26,843)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類資產 506,866 8,971 515,837

可呈報分類負債 325,280 17,606 34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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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呈報分類溢利或虧損的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49,709 (26,843)

其他收入 8,435 2,168

利息收入 181 6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6,449) (3,537)

未分配成本 (9,882) (11,929)

所得稅開支 (1,034) (1,544)

期內綜合溢利╱（虧損） 40,960 (41,623)

(c) 可呈報分類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類資產 536,949 515,837

投資物業 43,941 50,390

遞延稅項資產 738 1,237

可收回稅項 3,259 3,499

綜合資產總額 584,887 570,963

負債
可呈報分類負債 318,316 342,886

應付稅項 3,741 4,115

遞延稅項負債 630 62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25 125

應付最終控股方款項 2 2

綜合負債總額 322,814 347,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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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以及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於期內確認的各個重大收益類別之金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以及因預付美容套票到期 

確認的收益 210,394 187,556

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15,194 17,840

225,588 205,396

6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政府補貼（附註） 23,182 1,358

已收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1,721 77

提供家政職業介紹服務的收入 1,800 1,0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淨值 270 –

租金收入 777 777

其他 3,867 260

31,617 3,526

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成功申請政府及其他機
構的撥款資助。該等撥款的目的是為企業在COVID-19疫情下的提供財務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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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酬金 6,139 6,310

折舊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7,882 7,608

－使用權資產 33,686 39,269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163 (16)

財務費用－租賃負債的利息 905 1,230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346 381

即期稅項－海外 223 1,110

遞延稅項 465 53

所得稅開支 1,034 1,544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採用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年度實際稅率16.5%（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16.5%)計算，惟本集團一間身為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企業之附屬公
司除外。

就此附屬公司而言，首2百萬港元應課稅溢利以8.25%的稅率課稅，而餘下應課稅溢利以
16.5%的稅率課稅。此附屬公司之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與二零二二年相同的基準計算。

同樣地，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乃按預期適用於相關司法權區之估計年度實際稅率計算。

9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盈利40,65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虧損41,88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之加權平均數904,483,942股普通股（二零二一年：加權平
均數904,483,942股普通股）計算。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整個期間，
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應的已發行股份，故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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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按金及預付款項 12,878 8,966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扣除預期信貸虧損的虧損撥備 13,449 4,763

銀行╱信用卡公司保留之貿易按金（附註） 128,928 133,947

租金及其他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5,129 34,285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948 651

178,454 173,646

191,332 182,612

附註：  貿易按金指銀行╱信用卡公司於儲備賬內保留的應收賬款，以根據本集團與相應
銀行╱信用卡公司訂立的商戶協議，保障本集團向以信用卡支付服務費用的客戶
所提供的服務表現。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的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6,520 216

31至60日 2,530 266

61至90日 1,705 1,527

超過90日 2,694 2,754

13,449 4,763

本集團與其客戶訂立之貿易條款主要以信用卡付款為基準。各銀行╱信用卡公司就信用卡
付款給予的信貸期限通常為7至180日（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7至18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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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1,168 263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70,961 73,428
應付最終控股方款項 2 2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25 125

72,256 73,818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的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168 254
超過90日 – 9

1,168 263

12 遞延收益

(a) 按發票日期計的遞延收益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以內 186,932 204,183

(b) 遞延收益的變動情況：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年初 204,183 183,446
來自銷售預付美容套票的收入總額 194,325 346,099
來自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及因預付美容套票 
到期確認的收益 (210,394) (325,483)
匯兌差額 (1,182) 121

於期╱年終 186,932 204,183

13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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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香港

經過實施超過3個多月的防疫措施，要求全港美容中心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起停
業，我們的店舖已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恢復營業。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調查，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止六個月，香港零售總額達1,719

億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2.0%，但仍然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即社會事件和疫
情爆發之前）下跌25.7%。要回復昔日光景仍有一段距離。儘管如此，憑藉我們良好
的品牌知名度和固定的忠實客戶，我們的管理層對未來業務充滿信心。

本集團現時在香港經營30間美容及保健服務中心，總樓面面積約172,000平方呎，
較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175,000平方呎減少1.7%。本集團為普羅大眾提供多種
全面的優質美容、纖體及面部護理服務，包括護膚、纖體、美髮、化妝、修甲、修腳、
電學脫毛及美學塑形服務等。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於護膚及保健產品銷售方面，本集團擁有合共
8間名為「be Beauty Shop」的專賣店，遍佈香港、九龍及新界各地。銷售產品
如「be」、 「FERRECARE」、「p.e.n」、「Y.U.E」、「Advanced Natural」、 「Malu 

Wilz」、「Byotea」、「Care Plus」、「Cellnoc」、「Mu-lan Spa」、「Veribel」、「Castille」、
「IconX」、「Dr Plus」、「Castille」、「Eclat du teint」、「Natural Care」等不同系列超
過80種護膚品，能滿足顧客各種不同皮膚類型的需要。本集團透過推出「Malu 

Wilz」、「Byotea」、「Castille」、「Eclat du teint」、「Cellnoc」等代理品牌和進一步推
廣其自家品牌「p.e.n」、「be」、「FERRECARE」、「Y.U.E」、「Advanced Natural」、「Dr 

Plus」、「P.S. LAB」、「Natural Care」、「Care Plus」，藉以拓展產品銷售業務及透過
更多元化的高質素護膚產品擴大潛在客戶群。

於回顧期間，我們於香港的服務收入及來自預付美容套票的收入分別為
187,929,000港元及171,63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12.0%及減少13.4%。

中國內地

我們的中國內地營運透過2間分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及廣州成立的外商獨資
企業進行。該兩間外商獨資企業於上述兩座城市經營合共3間服務中心。於回顧期
間，我們於中國內地的服務收入及來自預付美容套票的收入分別為4,495,000港元
及2,87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19.2%及減少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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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本集團於新加坡經營合共7間美容及保健服務中心，較去年同期減少2間中心。我
們的新加坡業務錄得收益21,802,000港元。來自提供服務產生的收益為17,970,000

港元，而來自預付美容套票的收益為19,81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12.9%及
11.5%。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源自美容、面部護理和纖體服務。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9.8%至225,588,000港元。

按服務種類及產品銷售計，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收益明細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銷售額組合 千港元
佔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佔收益
百分比 變動

美容及面部護理 154,423 68.4% 139,057 67.7% +11.1%

纖體 46,591 20.7% 38,986 19.0% +19.5%

水療浸浴及按摩 9,380 4.2% 9,513 4.6% –1.4%

美容及保健服務 210,394 93.3% 187,556 91.3% +12.2%

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15,194 6.7% 17,840 8.7% –14.8%

總計 225,588 100% 205,396 100% +9.8%

本集團錄得美容及面部護理服務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11.1%至154,423,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 139,057,000港元）。於回顧期間，纖體服務的收益增加至46,591,000港元，
較二零二一年同期錄得約38,986,000港元增加約19.5%。

同時，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水療浸浴及按摩收益減少1.4%至9,380,000港元。產品
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14.8%至15,194,000港元，主要由於調整產品組合以滿足客戶
需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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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利開支

僱員福利開支為本集團最主要之經營開支，由去年同期的148,561,000港元減少約
17.9%至121,991,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員工總數為884名，較
去年同期的801名增加10.4%。僱員福利開支減少乃主要由於我們香港的店舖在防
疫政策下由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至二十日期間停業所致。為吸引及挽留人才以提
升本集團的競爭優勢，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起已實行精英制度，旨在提供全面的
訓練以提升員工的客戶服務技能。管理層將向表現傑出的優秀員工發放酌情花紅，
以表揚彼等的貢獻。

租賃成本及其他租賃自用物業之折舊費用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租賃成本及其他租賃自用物業之折舊費用約為36,112,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40,116,000港元），佔收益約16.0%（二零二一年：19.5%)。截至二
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及香港共經營33間服務中心，加權平均總
樓面面積為172,000平方呎，較去年同期的175,000平方呎減少1.7%。截至二零二二
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新加坡擁有7間中心（二零二一年：9間中心），加權平均
總樓面面積約為14,000平方呎（二零二一年：約為19,000平方呎）。

銀行費用、廣告費及樓宇管理費

銀行費用隨新增預付美容套票銷售額變動，減少7.7%至10,413,000港元。廣告費由
去年同期的1,377,000港元減少至994,000港元。廣告費佔收益的百分比於二零二二
年為0.4%，與去年同期相比，保持穩定。這反映本集團在廣告費方面享有成本優勢，
全因可以將有關費用攤分至覆蓋香港、中國內地及新加坡的經擴大服務中心網絡。
廣告費通過有效途徑獲得分配，以提高品牌知名度及爭取更大市場份額。樓宇管
理費由二零二一年5,720,000港元增加約3.9%至回顧期間約5,944,000港元，佔二零
二二年收益2.6%，而去年同期則佔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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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開支

下表載列本集團回顧期間其他經營開支的細分（連同去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2,210 2,076

行政開支（附註） 2,985 3,209

清潔、衛生及清洗 2,835 2,998

諮詢費 1,077 1,052

政府地租及差餉 1,677 1,461

保險 1,530 1,504

法律及專業費用 1,264 1,522

維修及維護開支 1,906 2,242

公用事項 3,018 3,670

其他開支 842 2,322

19,344 22,056

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各期間的行政開支包括車輛開支、郵政及快
遞費用、印刷及文具、電話及傳真以及運輸開支。

溢利╱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淨額約40,96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的
虧損淨額為41,623,000港元。本集團將繼續在適當時機擴展其業務，務求達致長期
增值的目標，為股東帶來最高回報。於回顧期間，每股盈利為4.49港仙，而去年同
期的每股虧損為4.63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未批准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二一
年中期股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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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資本架構及財資政策

於回顧期間，我們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權益
總額為262,073,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銀行存
款為146,93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27,533,000港元），並無銀行借
貸。本集團一般透過銷售預付美容套票的收入及向銀行收取的信用卡預付款項為
其流動資金需要提供資金。

除營運所需的資金外，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大多數現金均持作銀行定期及儲蓄存款，
年化收益率約0.2%。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任何其他證券或資本投資、衍生工具
投資或外幣對沖。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總額（不包括添置使用
權資產）約為5,803,000港元，主要用作就擴充及整合其於不同地區的服務及零售
網絡而進行租賃物業裝修以及添置物業、設備及機器。去年同期的資本開支約為
57,666,000港元。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主要就購置物業及租賃物業裝修擁有資本承擔。董事會認為，於二零二二
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
置廠房及設備擁有資本承擔883,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32,000港元）。

資產押記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向若干銀行抵押其銀行存款47,318,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7,205,000港元），以擔保本集團旗下若干附屬公司獲授
的銀行信貸。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港元列值。然而，隨著本集團業務擴展至中國內地、東南亞地
區及澳洲，港元與外幣的兌換匯率亦對營運成本構成影響。因此，管理層會密切評
估本集團所面臨的外匯風險，並將採取必要措施以妥善對沖該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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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培訓

於回顧期間，包括董事酬金在內的僱員福利開支總額為121,991,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的148,561,000港元減少17.9%。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僱用884名
員工（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801名員工），包括香港、中國內地及新加坡的前線
服務中心員工分別有703名、34名及58名。香港、中國內地及新加坡以及澳洲的後
勤辦事處員工分別有64名、6名及19名。為確保服務質素，本集團定期為員工提供
適當培訓，包括最新美容科技的安全應用、服務技巧的心得交流、服務和產品的深
入介紹等。培訓由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層設計，彼等亦負責部分教授及經驗分享。培
訓過程中，本集團亦鼓勵員工發問和發表意見，促進高級管理層和基層員工的互動。
同時，管理層和員工的良好溝通能讓管理層更有效地瞭解本集團的日常營運。

本集團定期根據法律架構、市場狀況及本集團與個別僱員的表現檢討薪酬政策。
薪酬委員會亦對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的薪酬政策及待遇進行檢討。按照本
集團的薪酬政策，僱員的待遇乃符合我們業務所在地的所有司法權區的法律規定，
並與市場水平一致。

企業社會責任

本集團提供美容及面部護理和纖體服務多年，豐富的經驗讓我們更重視服務和產
品的安全。本集團對產品的質素要求嚴格，產品成分及包裝衛生均獲國際認可。我
們服務所使用的先進儀器亦通過多項安全測試，且已達國際級安全標準。

另外，員工的專業水準也是服務安全的關鍵。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開辦美容專家
國際學院，憑專業名師培養出眾多技術精湛而全面的學員。在學院任教的導師，均
具備多年美容培訓經驗，更已獲多個國際專業認可資格；學員亦可參加多個國際
認可的考試以汲取更多經驗。本集團可於學院招攬精英人才，也可安排合適的員
工於學院接受適當的培訓或進修，一舉兩得。學員完成課程後，不但有機會加入本
集團的專業團隊，更可開拓其他美容事業發展，貢獻業界。

關於保護環境方面，本集團一向有具體政策，訂明如何在服務中心盡量減少使用
空氣調節裝置及減少用水，旨在於提供舒適的服務環境的同時，致力支持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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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儘管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表現有所改善，但面對不確定的營商環境，我們仍將保
持審慎。

根據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政府數據，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香港本地生
產總值 (GDP)較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的 -1.3%萎縮擴大4.5%，連續兩個季度錄得負
增長。利率上升導致樓價持續下跌令消費者財富下跌，對消費者開支和消費者信
心產生負面影響。儘管已通關並將檢疫規定改為「0+3」，但預計整體零售市場仍然
疲軟。取消酒店檢疫政策在短期內可能難以為香港帶來大量旅客（尤其是短途旅
客）。

儘管如此，本集團仍將堅定不移地保持積極主動的態度，探索、研究及發展更先進
及有效的健美產品和專業療程，以滿足顧客對健美的追求和需求，從而實現穩定
增長及提高本集團核心業務的表現。

在專注於美容及纖體業務的同時，本集團亦將積極尋求新的投資機會。在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底前，本集團將在新加坡開設其首間名為「GIG Coffee」的咖啡店。
憑藉我們在新加坡的強大客戶網絡及促進良好品質保證的服務管理，本集團期望
在新加坡發展和擴大我們的業務範圍至餐飲服務，該業務具有成為未來新增長動
力的潛力。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堅守良好的企業管治原則，以求達致穩健管理及提升股東價值。該等原則
重視透明度、問責性及獨立性。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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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企業管治守則（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守則」）載列的守則條文（「守
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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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已遵循守則內的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載偏離守則條文第C.2.1

條及守則條文第F.2.2條的情況除外。

主席兼行政總裁（「行政總裁」）

於回顧年度內，曾裕博士（「曾博士」）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守則之守則條
文第C.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兼任。經審閱
管理層架構後，董事會認為，董事會的決定乃全體董事以投票表決方式作出的集
體決定，並非由董事會主席一人決定。此外，董事會管理層與本公司的日常業務管
理層的職責在高級管理層的支持下均有清晰劃分。因此，本公司管理層的權力並
無集中在任何一名人士身上。董事會認為，現有架構不會對董事會與本集團高級
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權限平衡造成損害。

未遵守守則條文第F.2.2條

守則條文第F.2.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主席曾裕博士出於個人原因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舉
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
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及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且概無不合規情況。

董事委員會

董事會成立下列委員會，並訂有條款不遜於守則所載條文的職權範圍：

• 薪酬委員會

• 提名委員會

• 審核委員會

各委員會均有權在其認為有需要時委聘外部顧問或專家，以履行委員會責任。所
有委員會的會議記錄均會送呈各委員會成員以供傳閱。為進一步加強獨立性及有
效性，所有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而提名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的架構乃以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絕大多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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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的組成如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文顯博士（主席）
廖美玲女士
康寶駒先生

執行董事

曾裕博士

薪酬委員會之職責已載列於其書面職權範圍內，包括根據訂明的政策審閱及釐定
應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待遇、花紅及其他報酬的條款。該等政策乃全面獎
勵高級管理層為達到年度及長期表現目標所作出之努力。透過向表現達致目標之
僱員提供於業內具競爭力之全面獎勵，本集團致力招攬、激勵及挽留對其長遠成
就而言屬重要之主要行政人員。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如下：

執行董事

曾裕博士（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廖美玲女士
黃文顯博士
康寶駒先生

董事會已成立提名委員會，並訂有書面職權範圍，其包括就董事委任、董事會組成
之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評估及董事會繼任管理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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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的組成如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廖美玲女士（主席）
黃文顯博士
康寶駒先生

審核委員會審查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內部監控及企業管治事宜，並向董事會作出
相關建議。全體審核委員會成員均具備上市規則所規定的適當專業資格、會計或
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審核委員會已於董事會批准前審閱及批准本集團於回顧期
間的中期業績。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
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網址為www.hkex.com.hk)「最新
上市公司公告」項內及本公司網站（網址為www.modernhealthcaretech.com)「投資者
關係－法定公告」欄內刊登。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或前後寄
發予股東，並將同時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登載以供瀏覽。

承董事會命 

現代健康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曾裕博士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曾裕博士、葉啟榮先生及楊詩敏女士；以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廖美玲女士、黃文顯博士及康寶駒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