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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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LEGANCE OPTIC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7）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公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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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1,620 34,875
銷售及服務成本 (19,803) (29,317)

毛利 1,817 5,558
其他收入 4 3,037 4,174
銷售及分銷開支 (261) (1,694)
行政開支 (18,237) (71,053)
其他經營（開支）╱收入 – (275)
財務費用 6 (732) (82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875) (625)

除稅前虧損 5 (15,251) (64,744)

所得稅開支 8 – –

本期間虧損 (15,251) (6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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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1,336) (64,368)

非控股權益 (3,915) (376)

(15,251) (64,74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9 (1.30)港仙 (7.37)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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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15,251) (64,744)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分佔換算一間合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32) 82

分佔換算一間聯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98) 2,288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765) 1,117

本期間之其他全面收入╱（開支），扣除稅項 (1,895) 3,487

本期間之全面開支總額，扣除稅項 (17,146) (61,257)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019) (60,636)

非控股權益 (6,127) (621)

(17,146) (6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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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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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23 32,986
投資物業 58,384 59,330
使用權資產 18,832 19,302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40,125 41,000

145,264 152,618

流動資產
存貨 2,330 5,483
應收賬款 5,313 10,20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4,026 56,18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7,004 19,74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6,818 18,770

75,491 110,39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2,837 7,662
合約負債 2,262 2,600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12 48,640 53,774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 14,609
應付所得稅 15,327 15,327
租賃負債 607 676

69,673 94,648

流動資產淨值 5,818 15,74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1,082 16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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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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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收按金 12 483 519

遞延稅項負債 1,904 2,072

租賃負債 19,046 18,977

21,433 21,568

資產淨值 129,649 146,795

權益
股本 13 8,728 8,728

儲備 143,457 154,4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2,185 163,204

非控股權益 (22,536) (16,409)

權益總額 129,649 14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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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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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董事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三十日通過之決議案獲授權刊發。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從事投資控股，而本集團從事眼鏡架及太陽眼鏡之製造及貿易、物業投
資、債務及證券投資、電影投資及發行業務以及能源業務。

2.1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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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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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編製。

除因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
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投資物業、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入之金融資產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彼等按公允值計量）除外。除非另有註明，
否則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所有數值均按四捨五入法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數。

2.2 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披露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本。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用於編製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對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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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年度改進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
況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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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發展並未導致已呈列於本期間的該等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

編製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方式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使用
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的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要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的過程
中作出判斷。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多項新訂或經修訂
準則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生效，但其並無對本集團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
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分類業務單位，分為以下五個可申報經營分部：

(a) 從事製造及買賣眼鏡架及太陽眼鏡之製造及貿易分部；

(b) 從事租賃物業以賺取租金收入之物業投資分部；

(c) 從事金融工具及有價股份投資之債務及證券投資分部；

(d) 從事電影版權及電影投資及發行之電影投資及發行分部；及

(e) 從事能源領域相關工具投資以及石油化工產品銷售及貿易之能源業務分部。

管理層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之業績，以決定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分部表現乃根據可申
報分部的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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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乃
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貫徹計量，惟有關計量並不包括利息收入、財務費用及未分配
收益以及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分部資產不包括未分配企業資產，其中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此乃由於該等資產按集團
基準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未分配及企業負債，其中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
負債，此乃由於該等負債按集團基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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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銷售及轉讓乃參考以當時市價向第三方銷售之售價而進行。

製造及貿易 物業投資
債務及

證券投資
電影投資及

發行 能源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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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5,326 975 – 5,319 – 21,620

分部業績 (14,151) 121 (2,011) 4,666 – (11,375)

銀行利息收入 96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2,365)

財務費用 (732)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875)

除稅前虧損 (15,251)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64,207 39,512 1,232 42,390 26,522 173,863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46,892

資產總值 220,755

分部負債 50,444 136 3,442 5,476 12,706 72,20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18,902

負債總額 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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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貿易 物業投資
債務及

證券投資
電影投資及

發行 能源業務 總計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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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5,544 742 – 8,589 – 34,875

分部業績 (5,313) 619 (808) (2,642) (2,123) (10,267)

壞賬收回 2,809

銀行利息收入 31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55,863)

財務費用 (82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625)

除稅前虧損 (64,744)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89,624 63,412 4,719 162,013 37,744 357,512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3,671

資產總值 381,183

分部負債 65,535 80 2,962 35,820 6,689 111,086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5,550

負債總額 11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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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美洲 11,974 20,047

歐洲 2,383 3,475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6,576 11,118

其他 687 235

21,620 34,875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劃分。中國（包括香港）分部主要指債務及證券投資
收益或虧損、從位於香港及中國之租約收取之租金收入、向香港本地之代理及零售商
銷售眼鏡產品及電影發行收入。董事相信香港之代理將大部分本集團產品出口至歐洲
及美洲。

(b) 非流動資產

本集團所有重大營運資產均位於中國（包括香港）。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之地域資
料。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於有關期間貢獻超過本集團總收益10%的個別客戶的收益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5,966 14,536

客戶B 3,156 不適用
客戶C 2,534 不適用

總計 11,656 1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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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指扣除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後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總租金收入、按公允值計入損益
之股權投資之公允值收益或虧損及股息收入以及電影發行代理及佣金收入。

本集團收益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貨品－於某一時間點 15,326 25,544

電影發行代理及佣金收入－隨時間推移 5,319 8,589

租金收入 975 742

21,620 34,875

其他收入
銷售廢料 – 142

銀行利息收入 96 31

壞賬收回 – 2,809

處理收入 – 639

會計服務費 820 540

租賃機器之租金收入 1,322 –

其他 799 13

3,037 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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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10,419 22,417

折舊 1,501 1,872

使用權資產折舊 269 308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3,796 10,346

以權益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53,312

退休金計劃供款** 273 345

14,069 64,003

租金收入總額 975 742

減： 直接經營開支（包括賺取租金之投資物業所產生之 

維修及保養費）* – –

租金收入淨額 975 742

滯銷存貨（撥回）* (938) –

* 計入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已沒收退休金計劃供款可供削減其未來年度之退休金計劃供
款（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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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453 520

租賃負債之利息 279 309

732 829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
無）。

8.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本期間支出 – –

本期間稅費總額 – –

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當地現
行稅率撥備及計算。

9.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約11,33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64,368,000

港元）及本期間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數目872,863,684股（二零二一年：872,863,684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或於該等日期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
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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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6,956 12,246
減值 (1,643) (2,043)

5,313 10,203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交易條款乃主要以賒賬方式進行，惟新客戶一般須提前付款除外。信貸
期一般介乎45至120日（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5至120日）。各客戶擁有最高信貸限額。
本集團尋求對其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以盡量降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
理層定期檢討。鑒於上述者及本集團之應收賬款與多名不同客戶有關，故並不存在重大集
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用增級。應收賬款並
不計息。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賬款（扣除撥備）
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4,796 4,619
91至180日 – 3
181至360日 517 5,581

5,313 10,203

11. 應付賬款

以下為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應付賬款按付款到期日呈列
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802 7,223
91至180日 35 27
181至360日 – 1
超過360日 – 411

總計 2,837 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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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一名關連人士款項 11,905 17,750
其他應付款項 20,456 19,254
應計款項 13,567 16,216
已收按金 3,195 1,073

49,123 54,293
減：非即期部分 (483) (519)

48,640 53,774

除已收租金按金的非即期部分為不計息及不可於一年內償還外，餘下結餘為不計息及須按
要求償還。

13.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872,863,684 8,728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872,863,684 8,728

14. 報告期後事件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許亮華先生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已有條件同
意出售且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佔金利康工業有限公司（「目標公司」，本公司之非全資附
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55%之銷售股份，代價為21,000,000港元，將以現金支付及結清。於
完成後，目標公司將不再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且其財務業績將不再綜合併入本集團財務報表。
完成已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後落實。該出售交易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的交易及關連交易，
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及第14A.101條的申報及公告規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二二年十月十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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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概覽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8.0%至約21,600,000港元。毛利由約
5,600,000港元降至約1,800,000港元，主要由於收益下降所致，而毛利率由16.0%降
至8.4%，下降約7.6%。行政開支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52,800,000港元至約18,200,000

港元，主要由於去年錄得一次性及非現金股份付款約53,300,000港元。因此，本集
團的除稅前虧損淨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均錄得減少，分別為約15,300,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虧損約64,700,000港元）及約11,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約
64,400,000港元）。

業務分部

本集團包括五個分部，即 (i)眼鏡架及太陽眼鏡的製造及買賣；(ii)物業投資；(iii)債
務及證券投資；(iv)電影投資及發行；及 (v)能源業務。本期間總收益約為21,600,000

港元。本集團的整體收益主要歸因於眼鏡架及太陽眼鏡的銷售，本期間減少約
40.0%或約10,200,000港元至約15,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5,500,000港元）。就物
業投資而言，租金收入由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約74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二二
年九月三十日的約980,000港元。物業投資對本集團的經營仍相對微不足道。就債
務及證券投資而言，本期間錄得虧損約2,0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約800,000港元。就電影投資及發行分部而言，本期間錄得收
益約5,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8,600,000港元）。就能源業務而言，本期間並無產
生任何收益。

展望

鑒於當前全球經濟壓力及地緣政治衝突，商業環境將充滿挑戰。一方面，全球經濟
正遭受高通脹及高利率的影響，另一方面，其仍未走出COVID-19的陰影，尤其是
中國仍在實施嚴格的COVID-19限制及控制措施。因此，市場需求將受到抑制，而
這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本集團的整體業務。

鑒於上述，就眼鏡架及太陽眼鏡相關業務而言，本集團將繼續精簡其運營模式，實
施有效的成本管理，並保持靈活的運營能力，以根據市場需求調整其運營規模，並
將全球供應鏈中斷及經濟波動的影響降至最低。就電影投資及發行業務而言，儘
管近期因中國受限於嚴格的控制措施而存在不確定因素，但在國家政策支持下，
從長遠來看，本集團對中國電影市場保持審慎樂觀並認為COVID-19的影響終會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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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並無已訂約但未撥備
之資本承擔（二零二一年：無）。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有關就其
附屬公司獲授一般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企業擔保的或然負債（二零二一年：無）。

報告期後事件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許亮華先生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已
有條件同意出售且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佔金利康工業有限公司（「目標公司」，
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55%之銷售股份，代價為21,000,000港
元，將以現金支付及結清。於完成後，目標公司將不再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且其財務
業績將不再綜合併入本集團財務報表。完成已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後落實。
該出售交易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的交易及關連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及
第14A.101條的申報及公告規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
日及二零二二年十月十日之公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為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16,800,000

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8,800,000港元）、短期借貸為零餘額（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14,600,000港元），以及負債與權益比率（以非流動負債佔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的百分比表示）約14.1%（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3.2%）。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的非流動負債主要由遞延稅項負債、已收按金
及租賃負債分別約1,900,000港元、500,000港元及19,0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2,100,000港元、500,000港元及19,000,000港元）組成，合共約為21,400,000

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1,600,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權益約為152,2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63,200,000港元）。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
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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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準則，其條款嚴謹程度不遜於上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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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
交易規定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於本期間內一直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交易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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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未經本公
司核數師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司審閱或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刊發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告已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https://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eleganceoptical)。本公司於本期間之中期報告將適時
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將可於上述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鍾育麟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鍾育麟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文偉麟先生、鄭振民
先生及許文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