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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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Professional Holdings Limited
阿爾法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948）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Alpha Professional Holdings Limited 阿爾法企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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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本公告中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未經審核但已
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審閱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資料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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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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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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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5 236,935 241,202

銷售成本 (197,391) (220,564)

毛利 39,544 20,638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5,253) –

其他收入 6 15,932 986

其他收益及虧損 7 (7,702) (2,52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409) (1,213)

行政費用 (7,782) (5,778)

來自經營之溢利 21,330 12,111

融資成本 8(a) (1,525) (4)

除稅前溢利 8 19,805 12,107

所得稅開支 9 (3,078) (2,015)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16,727 10,092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虧損） 10 3,770 (14,328)

本期間溢利╱（虧損） 20,497 (4,23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所得稅
其後已或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引致的匯兌差額 (3,482) (2,565)

有關於本期間不再綜合入賬海外業務之重新分類調整 139 –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扣除所得稅 (3,343) (2,565)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扣除所得稅 17,154 (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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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6,727 10,09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3,770 (14,328)

20,497 (4,236)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扣除所得稅：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3,511 7,49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3,643 (14,291)

17,154 (6,801)

港仙 港仙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每股盈利╱（虧損） 1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4.9 3.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1.1 (4.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6.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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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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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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1,472 43,473
物業、廠房及設備 736 2,449
商譽 2,161 2,161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24,979 –

租賃按金 13 220 320
遞延稅項資產 1,182 315

70,750 48,718

流動資產
存貨 30,580 4,8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84,524 104,077
可收回稅項 – 313
現金及銀行結餘 4,114 20,901

219,218 130,10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54,176 52,878
合約負債 192 3,428
租賃負債 720 1,350
其他借貸 46,842 –
應付稅項 6,757 3,630

108,687 61,286

流動資產淨額 110,531 68,81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1,281 117,53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183

資產淨額 181,281 116,35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35,252 391,672
儲備 (253,971) (275,321)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及權益總額 181,281 11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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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核數師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已由核數師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
的審閱」作出審閱，並出具無修改之審閱結論。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包括遵守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而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與二零二二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載於附註3預期將於二零
二三年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
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及所呈報資產及負債、期內截至目前為止的收入及開支的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
有所不同。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包括選定的解釋附註，其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二零二二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況及
表現變動而言屬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及當中附註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

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報告期，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強制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提述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於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概無發展對本集團於中期財務資料已編製或呈列的當前或先前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
採用於本會計期間仍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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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不同分部管理其業務，而各業務分部乃以業務線（產品及服務）而組成。與為了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而在內部向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資料之方式一致，本集團呈列以下兩個須予報告分部。組成以下須予
報告分部時並無整合不同的經營分部。

1. 奶粉及嬰兒食品貿易（「奶類產品業務」）；及

2. 物業投資（「物業投資」）。

提供手機解決方案（「手機業務」）已於本期間終止經營。以下分部資料並不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更多詳情載於附
註10）的任何金額。

奶類產品業務之收入主要來自銷售奶粉及嬰兒食品。

物業投資之收入主要來自物業租賃產生的租金收入。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了評估分部表現及在各分部之間分配資源，執行董事按以下基準監察各個須予報告分部的業績、資產及
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的活動應佔
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合約負債、租賃負債及應付稅項。

收入及開支乃根據須予報告分部所產生的銷售以及該等分部動用的開支或其應佔之資產折舊另外產生之
開支，分配至該等分部。

用於申報分部溢利╱（虧損）之計量方法為「經調整EBITDA」，即「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經調整
盈利」，其中「利息」被視為包括投資收入而「折舊及攤銷」被視為包括非流動資產之減值虧損。為計量經調整
EBITDA，本集團之盈利乃對並非指定屬於個別分部之項目作出進一步調整，例如董事及核數師的薪酬以
及其他總辦事處或企業行政開支。

按收入確認時間劃分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連同與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
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向執行董事所提供之本集團須予報告分部相關之資料載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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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奶類產品業務 物業投資 總計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按收入確認時間劃分
即時 236,101 – 236,101
隨時間推移 – 834 834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236,101 834 236,935

損益
須予報告分部溢利（經調整EBITDA） 25,004 1,533 26,537
銀行利息收入 1
折舊 (386)
融資成本 (1,525)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 

變動產生的收益 495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企業利息及開支 

（銀行利息收入、折舊及融資成本除外） (5,317)

除稅前綜合溢利 19,805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奶類產品業務 物業投資 總計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予報告分部資產 222,234 42,354 264,588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 現金及銀行結餘 366
－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4,979
－ 其他未分配之資產 35

綜合資產總額 289,968

須予報告分部負債 48,776 928 49,704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 其他借貸 46,842
－ 其他未分配之資產 12,141

綜合負債總額 10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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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奶類產品業務 物業投資 總計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按收入確認時間劃分
即時 239,571 – 239,571

隨時間推移 753 878 1,631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240,324 878 241,202

損益
須予報告分部溢利（經調整EBITDA） 16,435 726 17,161

銀行利息收入 1

折舊 (403)

融資成本 (4)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企業利息及開支 

（銀行利息收入、折舊及融資成本除外） (4,648)

除稅前綜合溢利 12,107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奶類產品業務 物業投資 總計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須予報告分部資產 127,329 44,170 171,499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04

－ 其他未分配之資產 1,469

與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之資產 4,648

綜合資產總額 178,820

須予報告分部負債 38,358 1,025 39,383

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14,817

與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之負債 8,269

綜合負債總額 62,469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分部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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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資料

以下為(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ii)本集團的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商譽之所在地區分
析。客戶所在地區按所提供服務或貨物送達所在地劃分。投資物業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在地區乃基
於所考慮資產的實際位置而定。就商譽而言，乃基於彼等獲分配的經營所在地而定。

持續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
及已終止
經營業務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及 

遞延稅項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居駐地點） – – 2,872 3,251

澳洲 202,371 226,348 41,472 43,47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34,564 14,854 25 1,359

236,935 241,202 44,369 48,083

5. 收入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類別劃分之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的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類別劃分
－ 銷售奶粉及嬰兒食品 236,101 239,571

－ 特許權費收入 – 753

236,101 240,324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入
投資物業租金總額
－ 固定租賃付款 834 878

236,935 241,202

按收入確認時間及按地區市場劃分之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分別於附註4(a)及4(b)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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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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 銀行利息收入 1 1

政府補助 159 –

市場推廣服務收入 15,765 –

雜項收入 7 985

15,932 986

7.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匯兌虧損淨額 (9,493) (2,522)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變動產生的收益 

－ 上市股本證券 495 –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 1,296 –

(7,702) (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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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a) 融資成本：
其他借貸之利息 1,512 –

租賃負債之利息 13 4

並非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利息開支總額 1,525 4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5,446 3,99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4 106

5,620 4,098

(c) 其他項目：
已售存貨成本（附註(i)） 197,391 220,564

折舊費用
－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16 11

－ 使用權資產 370 392

市場推廣服務開支（附註(ii)） 12,118 71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5,253 –

來自投資物業之應收租金減直接支出87,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114,000港元） (747) (764)

附註：

(i) 已售存貨成本包括採購折扣約27,87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794,000港元），主要由基於以零代價認購
9,541,620股Bubs Australia Limited（「Bubs Australia」）的股份的25,35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無）採購折扣而
產生。

(ii) 分類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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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

於損益內確認的金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即期稅項
－ 本期間香港利得稅 3,933 1,979

－ 本期間澳洲企業所得稅 12 –

3,945 1,97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澳洲企業所得稅 – 36

遞延稅項 －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867) –

所得稅開支 3,078 2,015

附註：

(i)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

計提撥備，惟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根據利得稅兩級制為合資格企業。就該附屬公司而言，首2百萬港元之應
課稅溢利以8.25%的稅率徵稅，而其餘應課稅溢利以16.5%的稅率徵稅。

(ii)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澳洲成立的附屬公司須以30%的稅率繳納澳
洲企業所得稅。

(iii)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毋須繳納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司法轄區的任
何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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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已終止經營業務

不再對手機業務的營運進行綜合入賬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香港富昕科技國際有限公司（「香港富昕」，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手機
業務）的特別決議案獲本公司正式通過，以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方式將香港富昕清盤（「清盤」）。隨後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舉行香港富昕債權人會議，於會上確認委任共同及個別清盤人，本公司失去控制香港富昕及其附屬公
司，且本公司自此不再對手機業務的營運進行綜合入賬。

已計入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的已終止經營業務業績載列如下。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
收益表中的比較數字已重列，以將手機業務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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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253 12,797

銷售成本 (4,052) (25,306)

毛利╱（虧） 201 (12,509)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040) –

其他收入 543 46

其他收益及虧損 – (72)

銷售及分銷開支 (6) (27)

行政費用 (619) (1,719)

來自經營之虧損 (921) (14,281)

融資成本 (30) (44)

除稅前虧損 (951) (14,325)

應佔所得稅開支 (5) (3)

(956) (14,32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附屬公司不再綜合入賬的收益（附註(i)） 4,726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及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本期間溢利╱（虧損） 3,770 (1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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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附屬公司不再綜合入賬的收益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負債淨額 (4,865)

於附屬公司不再綜合入賬時自權益重新分類至損益的累計匯兌虧損 139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附屬公司不再綜合入賬的收益 (4,726)

11.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約16,727,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10,092,000港元）及於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約341,797,000股（二零二一年：
314,360,000股）計算，計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於四月一日的已發行普通股 314,360 314,360

因配售而發行股份的影響 27,437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1,797 314,36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4.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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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
約3,77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約14,328,000港元）及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
股的加權平均數約341,797,000股（二零二一年：314,360,000股）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1,797 314,360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每股港仙） 1.1 (4.5)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約20,49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約4,236,000

港元）及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約341,797,000股（二零二一年：
314,360,000股）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1,797 314,360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每股港仙） 6.0 (1.3)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於截至二零二二年
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12.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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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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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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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附註(i)） 157,504 51,823
其他應收款項 18 687
租賃按金 220 320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157,742 52,830
向供應商作出的預付款項 21,741 51,400
其他預付開支 5,197 124
其他按金 11 4
其他可收回稅項 53 39

184,744 104,397

其中：
流動 184,524 104,077
非流動 220 320

184,744 104,397

除預期將於一年以後收回之租賃按金22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20,000港元）外，所有貿易及其他應
收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被收回或被確認為開支。

附註：

(i)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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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0,863 36,254
31至60日 7,874 1,329
61至90日 14,110 9,540
超過90日但在180日內 124,657 4,700

157,504 51,823

貿易應收款項自記賬日期起計0至180日（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至90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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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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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附註(i)） 27,126 32,405

其他應付款項 262 1,422

應計費用 3,019 2,192

應付薪金 209 4,602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負債 30,616 40,621

已收按金 12,056 421

其他應付稅項 11,504 11,836

54,176 52,878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獲支付或須按要求償還。

附註：

(i)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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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1,965 31,917

31至60日 4,457 –

61至90日 704 488

27,126 3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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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約為236.9百萬港元（二零
二一年：241.2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略微減少1.8%。本期間溢利（包括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
業務）約為20.5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4.2百萬港元）。每股基本盈利（包括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
止經營業務）為6.0港仙（二零二一年：每股基本虧損1.3港仙）。

由虧轉盈的好轉主要由於下列各項的綜合影響：

(i) 奶類產品業務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溢利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達成自
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向Bubs Australia或其附屬公司下達訂單
的採購目標後，基於以零代價認購9,541,620股Bubs Australia股份（「Bubs股份」）的約25.4百萬港
元採購折扣而產生；及

(ii) 手機業務虧損減少，乃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進一步縮減營運所引致。

本集團恒常推廣奶類產品業務分銷的品牌，並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獲得市場推
廣服務收入約15.8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無），令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其他收入增加至約15.9

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1.0百萬港元）。隨著市場推廣力度不斷加大，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市場推廣服務開支約12.1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0.1百萬港元），導致本集團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至約13.4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1.2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行政費用約為7.8百萬港元（二零
二一年：5.8百萬港元），此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確認的員工成本增加。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奶類產品業務、物業投資及手機業務（該業務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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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類產品業務 － 持續經營業務

本集團集中其奶類產品業務於中國、香港及澳洲進行跨境奶粉貿易。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銷售(i)來自澳洲及新西蘭的三個奶粉品牌，即「Bubs」、「愛他美」及「貝拉米」；
(ii)成人奶粉「Capela」及「CapriLac」；以及(iii)嬰幼兒保健品 － 「Vita Bubs」。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根據香港維勒斯貿易有限公司（「維勒斯貿易」，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主要從事奶類產品業務）與Bubs Australia（一間於澳洲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
澳交所上市（澳交所股份代號：BUB））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日訂立的股份認購協議（「股份認購協
議」），於本集團達成自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向Bubs Australia或其附
屬公司下達採購訂單的採購目標後，維勒斯貿易已認購，而Bubs Australia已發行及配發9,541,620股
Bubs股份，代價為零。股份認購協議項下之交易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日、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二零二二年七月五日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之公告。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奶類產品業務的收入約為236.1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240.3

百萬港元），其中銷售奶粉及嬰兒食品收入約為236.1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239.6百萬港元），特許
權費收入為零（二零二一年：0.7百萬港元），以及相關毛利約為38.7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19.8百萬
港元），此毛利包括基於上述以零代價認購9,541,620股Bubs股份的約25.4百萬港元採購折扣而反映。
須予報告分部溢利（經調整EBITDA）約為25.0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16.4百萬港元）。

物業投資 － 持續經營業務

本集團擁有位於152 Milperra Road, Revesby, NSW 2212,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之一塊總佔地面積
約2,462平方米之地塊，及一個建於其上內部可供租用總面積約1,906平方米之倉庫（「物業」）。本集
團將物業確認為一項投資物業並按於各報告日期的公平價值計量。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物業
的公平價值估值約為8.0百萬澳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7.8百萬澳元）（相等於約41.5百萬港元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3.5百萬港元），佔本集團資產總額約14.3%（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24.3%））。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出租予一名承租人，並為本集團帶來租金
收入約0.8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0.9百萬港元）。須予報告分部溢利（經調整EBITDA）約為1.5百萬港
元（二零二一年：0.7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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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業務 － 終止經營業務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對經濟造成的影響自其在二零二零年年初於全球爆發以來一直持
續至今。面對疫情，手機業務處於被動位置，無力從縮減的經營中重新挽回已經減少的訂單及銷售
量。手機業務的經營規模逐漸縮小，影響本集團繼續開展業務的能力。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手機業務的收入約為4.3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12.8百萬港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66.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手機業務的本期間虧損約為1.0

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14.3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香港富昕（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手機業務）的特別決議
案獲本公司正式通過，以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方式將香港富昕清盤。清盤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二年九月十六日之公告。隨後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舉行香港富昕債權人會議，於會上確認委
任共同及個別清盤人，手機業務之財務狀況及業績不再綜合入賬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中。

手機業務不再綜合入賬的收益約為4.7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手機業務的負債淨額不再於本集團綜
合財務報表中確認所致。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手機業務的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及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本期
間溢利約為3.8百萬港元，即上述手機業務的本期間虧損及手機業務不再綜合入賬的收益。

財務回顧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日，本公司以配售方式額外發行34,920,000股普通股（「股份」）（「配售事項」），籌
集所得款項總額47.8百萬港元。配售事項的詳情載於本公告「配售事項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

除透過配售事項發行股份所獲得的所得款項外，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
本開支、日常經營及投資主要由經營產生之現金及由第三方貸款提供資金。本集團定期檢討其流動
資金及財務需求。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自第三方提取貸款約9.0百萬澳
元（相等於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46.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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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219.2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30.1

百萬港元）及流動負債約為108.7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61.3百萬港元）。本集團流動資
金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2.02倍（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12倍）。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約為184.7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104.4百萬港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在本期間授予奶類產品業務的客戶較長的信貸期。
由於為應對中國購物節帶來的客戶需求增加而囤貨，本集團之存貨由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約4.8百萬港元大幅增加至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約30.6百萬港元，而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
付款項由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約52.9百萬港元略微增加至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約
54.2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4.1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20.9百萬港元），其中16.8%（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4.5%）以港元（「港元」）或美元（「美元」）
計值及65.4%（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84.0%）以澳元（「澳元」）計值。現金及銀行結餘較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減少約16.8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在經營活動中使用現金，尤其是在奶類產品業務。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借貸約46.8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須於
一年內償還。並無未償還借貸須於一年後償還（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本集團未償還借貸
以澳元計值，且按浮動利率計息。

本集團之策略為盡可能維持最低的資產負債比率。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
（通過負債淨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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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總額（流動負債及非流動負債總和） 108,687 62,469

減：現金及銀行結餘 (4,114) (20,901)

負債淨額 104,573 41,568

權益總額 181,281 116,351

資產負債比率 57.7%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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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資政策及財務管理

本集團的財資政策旨在確保(i)能夠滿足本集團資本承擔、投資及運營的資金需求；及(ii)能夠管理流
動資金，以確保資金流入被配對以履行所有到期還款之責任，加強現金流量管理。

本集團旨在最大限度地減低其財務風險。本集團的政策為不從事投機性衍生金融交易，亦不將現有
資本資源投資於具有重大風險之金融產品。

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以外幣（主要以澳元及美元）計值之交易、營運資金及投資。於截至二零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而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償還之對沖工具。

本集團將密切監察本集團現有業務及未來潛在新投資產生的匯率風險，並將於適當時實施必要對
沖安排以減輕任何重大外匯風險。

本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作為借款人與第三方貸款人就50.0百萬港元的融資（「融資」）訂立貸款協議，且本集團從融資
提取約9.0百萬澳元（相等於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46.8百萬港元）的貸款。融資由本公司作擔
保，並以本公司的承諾、財產及資產所設立的第一固定及浮動押記的債權證作抵押作為到期支付融
資項下所有應付款項的擔保（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或然負債（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重大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並無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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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9,541,620股Bubs股份（佔Bubs Australia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
日已發行股本約1.28%）。於本集團達成股份認購協議項下的採購目標後，9,541,620股Bubs股份由
Bubs Australia以零代價向本集團發行及配發。9,541,620股Bubs股份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
價值為4.8百萬澳元（相等於約25.0百萬港元，佔本集團資產總額約8.6%）。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就本集團持有的Bubs股份自Bubs Australia收取股息。

Bubs Australia為一間於澳洲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澳交所上市（澳交所股份代號：
BUB）。Bubs Australia及其控制實體主要從事生產澳洲製造的優質嬰兒營養品及乳製品。

除本段及「業務回顧 － 物業投資」一段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本
集團並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香港富昕清盤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
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報告期結束後事項

自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後至本公告日期，並無發生任何影響本集團並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項。

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26名僱員（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6名）。於截至二零二二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5.6百萬港元（二零
二一年：4.1百萬港元）。本集團維持具競爭力之薪酬政策。僱員薪酬包括薪金及酌情表現花紅，乃經
參考本集團之業績、市場水平以及僱員的個人表現和貢獻而釐定。本集團定期檢討包括表現花紅在
內之薪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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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事項及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萬基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售協
議」），據此，配售代理有條件同意以本公司配售代理之身份，按竭盡所能基準促使不少於六名承配人
（「承配人」）認購最多34,920,000股股份（「配售股份」），配售價為每股配售股份1.40港元。股份於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配售事項條款確定之日）的市價為每股1.37港元。

配售股份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的一般授權予以配發
及發行。董事認為配售事項將鞏固本公司的資本基礎及股東基礎。此外，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
將加強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以支持本集團的營運及業務發展。配售事項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日完
成，合共34,920,000股配售股份已成功配售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該等承配人為由配售代理根據其
於配售協議項下的責任促使認購任何配售股份的個人、專業人士、機構或其他投資者，彼等（包括其
最終實益擁有人）被視為公眾（定義見上市規則），並獨立於本公司、董事、本集團之主要行政人員
及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的聯繫人且與彼等概無關連。配售股份的面值總額為5.6百萬美元。配售
事項的所得款項總額為約48.9百萬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配售事項的佣金及其他開支後）約為
47.8百萬港元，即淨發行價約每股配售股份1.37港元。有關配售事項的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五月十日的公告。

本集團擬按下列方式使用所得款項淨額約47.8百萬港元：

(i)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底前，約47.3百萬港元用於購買奶類產品業務的存貨；及

(ii) 約0.5百萬港元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包括支付額外增聘奶類產品業務的員工之薪酬。

配售事項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日完成，及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約47.8百萬港元已按上述方式於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悉數用於其擬定用途。

業務發展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繼續向奶類產品業務投放資源。本集團現時主要銷售
「Bubs」、「愛他美」及「貝拉米」奶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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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推動奶類產品業務的發展，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及二零二二年三月與Bubs Australia

的附屬公司簽署獨家分銷協議（「獨家分銷協議」），以在香港及中國獨家分銷若干「Bubs」產品。於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日，本集團與Bubs Australia訂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本集團有權在本集團滿足
若干「Bubs」產品採購里程碑後，以零代價認購最多合共29,541,620股Bubs股份。於二零二二年九月
二十六日，根據股份認購協議的條款，於本集團達成自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向Bubs Australia或其附屬公司下達採購訂單的採購目標後，本集團已認購及Bubs Australia

已發行及配發9,541,620股Bubs股份，代價為零。股份認購協議及獨家分銷協議項下之交易詳情分別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日、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二零二二年七月五日及二零
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公告。本集團致力於根據股份認購協議達成自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至二零
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採購目標，從而自可能按零代價認購餘下最高20,000,000股Bubs股份中
獲益。

於二零二二年八月，本集團與Bubs Australia成立一間合營企業，即Bubs Supreme Partner Pty Ltd（「合
營公司」），該公司由本集團擁有49%，並作為Bubs IP Pty Ltd（「Bubs IP」，Bubs Australia的附屬公司）
所擁有「Bubs Supreme」名下若干商標（「Bubs Supreme商標」）的獨家被許可人而經營。合營公司將
Bubs Supreme商標的使用許可轉授予本集團，於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按非獨家、免專利權費及永
久基準用於廣告、營銷及分銷「Bubs Supreme」產品。Bubs Supreme商標的許可權被視為可賦予本集團
使用Bubs Supreme商標的權利，可能使本集團的銷售業績獲得提升，並對本集團的財務業績作出積
極貢獻。成立合營企業及由Bubs IP授予合營公司使用Bubs Supreme商標的許可，進一步加強了本集
團與Bubs Australia之間的業務合作。Bubs Supreme商標的許可權及成立合營公司之詳情載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八月二日的公告。

自COVID-19爆發以來，本集團在經營手機業務方面面臨巨大壓力，並已逐漸縮減該分部的業務規
模。自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來，手機業務的業績持續惡化。儘管有奶類產品業務
的分部溢利，亦不足以抵銷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手機
業務產生的重大虧損。經考慮(i)香港富昕無力償債；(ii)由於競爭白熱化、國際政局和環境轉變、貿
易爭端、原材料成本上漲、失去多個主要市場加上COVID-19疫情的影響導致手機業務的虧損持續加
大；(iii)手機業務的經營規模逐漸縮減，影響本集團繼續經營其業務的能力；及(iv)由於中小型手機
生產加工廠廠商的生存空間受到削弱，手機業務的前景變得不現實，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
日正式通過香港富昕的特別決議案，將香港富昕清盤。本集團將能夠在香港富昕清盤後減少虧損，
並將其資源用於管理及發展本集團具有增長潛力的其他現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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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一直以來的業務策略為(i)鞏固現有業務基礎；(ii)強化本集團之競爭優勢；及(iii)積極尋求業
務發展及多元化的機遇。

自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二月開拓奶類產品業務，經過近三年時間的發展，該業務已漸上軌道。隨著跟
「Bubs」及「貝拉米」在內的品牌加強合作及深化關係，本集團得到了穩定且品質優良的產品供應，
進一步鞏固了本集團奶類產品業務的營利基礎。本集團將持續投入資源對本集團所分銷的各個品
牌進行宣傳，以維持各產品良好的曝光度及市場表現。未來，本集團會在繼續推進中國內地地區的
銷售計劃和市場的同時，繼續推動產品多元化發展，以滿足不同客戶群體的更多需求，努力維持奶
類產品業務的增長。值得一提的是，本集團與Bubs Australia在二零二二年八月設立了合營企業Bubs 

Supreme Partner Pty Ltd，其獲授權於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使用Bubs Supreme商標的獨家、免專利
權費及可轉授許可，以供用於廣告、營銷及分銷「Bubs Supreme」產品。倘「Bubs Supreme」產品的品牌
名稱越來越受好評，則合營公司作為Bubs Supreme商標於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的獨家被許可人的
價值可能會提高，而本集團擁有合營公司其中49%股權。

在手機業務的子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委任共同及個別清盤人以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方式進行清盤
後，手機業務的財務業績自此不再綜合入賬至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展望未來，憑藉奶類產品業務的
進一步發展及物業投資所提供的穩定租金收入，本集團的財務業績有望得到正面改善，且期待本集
團能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現時COVID-19疫情依然持續，但隨著各國已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口增加，疫情的嚴重性應有望減輕，
香港以及中國內地也開始續步放寬防疫措施。但近期全球各地經濟因受疫情及俄烏戰爭局勢等影
響而出現下滑危機，環球經濟發展仍有待觀察。企業面臨危機的同時也見到機遇，本集團將繼續利
用自身優點以提升業務表現，應對未來可能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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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整個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之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經對每名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財務匯報事項進行商討，包括
對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作出概括之審閱。審核委員會乃
倚賴本集團外聘核數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
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所作出之審閱結果以及管理層之報告進行上述審閱。審核委員會並無進
行詳細之獨立核數審查。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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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概無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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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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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中期報告

本公司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聯交所網(http://www.hkexnews.hk)及
本公司網站(http://www.hk-alpha.com)閱覽。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就管理團隊及所有員工的辛勤工作和奉獻向彼等致以誠摯的感謝。彼等的卓
越表現及貢獻對於提升本公司的可持續性至關重要。本人亦藉此機會感謝我們的股東和所有其他
持份者對我們的持續支持和信心。

代表董事會
Alpha Professional Holdings Limited

阿爾法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陳煦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業績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煦先生及伍非子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澤雄先生、蔡健民
先生及魏華生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