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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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 CASSAVA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亞洲木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1）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亞洲木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之比較數

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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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4 2,111,557 1,538,857 

銷售成本  (1,865,356) (1,355,075)    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  246,201 183,782 

 

其他收入 4 569 330 

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  (10,182) -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1,771) (127,392) 

行政開支  (25,766) (25,736) 

融資成本  (9,002) (5,373)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5 40,049 25,611 

所得稅開支 6 (9,808) (3,073)    _________ _________ 

 

期間溢利  30,241 22,53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34,069 23,758 

   非控股權益  (3,828) (1,220)    _________ _________ 

   30,241 22,538   64,354 5,024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每股盈利 7 
基本及攤薄 (港仙)  5.9 4.1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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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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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溢利  30,241 22,53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國外業務營運之匯兌差價  (645) 425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權投資: 

  公允值變動  41 376    _________ _________ 

  (604) 801    _________ _________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投資: 

  公允值變動  (4,187) - 

稅務影響  845 -    _________ _________ 

  (3,342) -    _________ _________ 

   

物業估價虧損  (9,259) - 

稅務影響  1,151 -    _________ _________ 

  (8,108) -    _________ _________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8,187 23,339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4,934 24,559 

   非控股權益  (6,747) (1,220)    _________ _________ 

   18,187 23,339   64,354 5,024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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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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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582,253 598,902 

投資物業   615,497 625,679 

使用權資產   33,842 36,042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投資 8  34,878 38,89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982 21,682 

會藉   2,240 2,240 

遞延稅項資產   2,616 2,616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額   1,292,308 1,326,056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 

存貨   432,172 869,18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9  221,051 548,50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2,546 63,442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投資 8  1,478 1,648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權投資 8  1,338 1,297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  5,385 5,977 

質押存款及受限制銀行結餘   4,005 4,09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17,886 100,579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總額   845,861 1,594,725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  84,785 288,417 

計息銀行貸款   415,262 1,017,442 

租賃負債   38 38 

應繳稅項   72,843 66,660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總額   572,928 1,372,557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淨值   272,933 222,168    ________ ________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65,241 1,548,224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191 13,342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的非控股股東款項   281,927 281,927 

計息銀行貸款   420,000 420,000 

租賃負債   26 45    ________ ________  

   714,144 715,314    ________ ________  

 

資產淨值   851,097 832,91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58,473 58,473 

儲備   838,625 813,691    ________ ________  

   897,098 872,164 

非控股權益   (46,001) (39,254)    ________ ________  

總權益   851,097 832,91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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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資產 外匯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合併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擬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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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i)) (附註 (ii))  (附註 (iii))      (附註 (iv))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58,473 424,931 8,229 (249,726) 46 41,478 (6,182) 594,915 - 872,164 (39,254) 832,910 

 

期間溢利  - - - - - - - 34,069 - 34,069 (3,828) 30,241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債權投資  - - - - - 41 - - - 41 - 41 

 換算國外業務營運匯兌差額  - - - - - - (645) - - (645) - (645)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投資  - - - - - (3,342) - - - (3,342) - (3,342) 

 物業估價虧損  - - - - - (5,189) - - - (5,189) (2,919) (8,108)    _______ _______ 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期間全面收益 - - - - - (8,490) (645) 34,069 - 24,934 (6,747) 18,187    _______ _______ 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58,473 424,931 8,229 (249,726) 46 32,988 (6,827) 628,984 - 897,098 (46,001) 851,097    _______ _______ 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資產 外匯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合併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擬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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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i)) (附註 (ii)) (附註 (iii))      (附註 (iv))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58,473 424,931 8,229 (249,726) 46 36,569 (6,943) 557,978 - 829,557 (28,772) 800,785 

 

期間溢利  - - - - - - - 23,758 - 23,758 (1,220) 22,538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債權投資  - - - - - 376 - - - 376 - 376 

  換算國外業務營運匯兌差額  - - - - - - 425 - - 425 - 425    _______ _______ 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期間全面收益 - - - - - 376 425 23,758 - 24,559 (1,220) 23,339    _______ _______ 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58,473 424,931 8,229 (249,726) 46 36,945 (6,518) 581,736 - 854,116 (29,992) 824,124    _______ _______ 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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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本集團之繳入盈餘乃指根據本公司股份上市前進行之集團重組（「集團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之股份面值高出為換取該等股份而發行本公司股份之面值之數。 

 

(ii)  合併儲備指(1)以往年度根據集團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已付代價減資產淨值之差額、及(2)根據集團商業合併共同控制所收購公司已付代價與資產淨值之差額。 

 

(iii)  根據澳門商業法(Macau Commercial Code)條文，以溢利分派股息前，本集團於澳門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須將年度純利之25%轉撥至法定儲備，直至該儲備相等於一半

股本為止。有關儲備不得向相關股東分派。 

 

(iv)  本集團的非控股權益指本集團附屬公司(a)雅輝企業有限公司及雅新資源有限公司之 10％權益及(b)天潤興業有限公司之 40％權益。 

 

 

*  此等儲備賬目組成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內綜合儲備 835,706,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795,643,000 港元）。 

 

 



 6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620,360 

  

451,56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386)  (774)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602,093)  (426,02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淨額 17,881  24,77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00,579  66,150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574) 

  

289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17,886 

  

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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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

於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於東南亞國家採購乾木薯片及於中國大陸及泰國銷售乾木薯片，於中國大

陸及香港經營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業務及物業投資。 

  

董事認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富藝管理有限公司。 

 

2.  會計政策及呈列基準 

 

此中期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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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附錄十六所列之披露規定編製。除以下附注2.1披露本期間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編製此中期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與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週年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編製

基準。 

 

2.1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未經審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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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 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8年至 2020 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並無構成重大財務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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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就管理目的按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三個可報告經營分部如下： 

 

(a)  乾木薯片採購及銷售分部從事乾木薯片之採購及銷售; 

 

(b)  物業投資分部投資於辦公室單位及工業物業以賺取潛在租金收入；及 

 

(c)  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業務分部於中國大陸及香港經營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業務。 

 

管理層會就資源分配決策及表現評估，分開監控其經營分部之業績。分部表現乃按可報告

分部溢利評估，即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除不計及利息收入、非租賃相關融資成本、總

辦事處及公司開支外，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相符。 

 

分部資產不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質押存款及受限制銀行結餘、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投資、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權投資、以

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會藉、遞延稅項資產、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

公司資產，原因為該等資產按集團基準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應繳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原因為該等

負債按集團基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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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續) 
 
   酒店及 
   乾木薯片  服務式 
   採購及銷售 物業投資 公寓經營 總計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2,102,365 - - 2,102,365 
   租金收入總額 - 3,080 - 3,080 
   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房費及餐飲收入 - - 6,112 6,112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總計 2,102,365 3,080 6,112 2,111,557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分部業績 48,899 2,597 (95) 51,401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利息及未分配收益    69 
  公司及其他分配開支    （2,419) 

  融資成本    （9,002)       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40,049       __________       __________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74 4,935 962 7,371 

   使用權資產折舊 22 2,037 21 2,080 
   資本開支 386 - - 386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 
 
     酒店及 
   乾木薯片  服務式 
   採購及銷售 物業投資 公寓經營 總計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1,525,011 - - 1,525,011 
   租金收入總額 - 4,326 - 4,326 
   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房費及餐飲收入 - - 9,520 9,520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總計 1,525,011 4,326 9,520 1,538,857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分部業績 29,048 4,003 (48) 33,003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利息及未分配收益    330 

  公司及其他分配開支    （2,349) 

  融資成本    （5,373)       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25,611       __________       __________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55 145 930 2,930 
   使用權資產折舊 350 720 28 1,098 
   資本開支 - - 500 500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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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續) 
     酒店及 
   乾木薯片  服務式 
   採購及銷售 物業投資 公寓經營 總計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735,548 1,150,531 75,288 1,961,367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76,802       __________ 
 
  資產總值    2,138,169       __________       __________ 
 
  分部負債 298,806 889,514 6,374 1,194,69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92,378       __________ 

 
  負債總額    1,287,072       __________       __________ 

 
     酒店及  
   乾木薯片  服務式 
   採購及銷售 物業投資 公寓經營 總計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515,418 1,171,884 74,314 2,761,616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59,165       __________ 
 
  資產總值    2,920,781       __________       __________ 
 
  分部負債 1,103,705 889,267 6,415 1,999,387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88,484       __________ 

 
  負債總額    2,087,871       __________       __________ 

 

 地域資料 

 

 (a)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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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3,080 4,326 
 中國大陸 2,108,477 1,534,531    __________ __________ 

 
  2,111,557 1,538,857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以上收入資料以客戶所在地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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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169,355 1,193,951 
  中國大陸 62,354 65,000 

  泰國 20,865 21,396     ________ ________ 

 
   1,252,574 1,280,347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以上餘下非流動資產資料以資產所在地為準，不計及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4.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亦即本集團營業額，指扣除退貨撥備及商業折扣後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乾木薯片銷售  2,102,365 1,525,011 

 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房費及餐飲收入  6,112 9,520 

 租金收入總額  3,080 4,326    _________ _________ 

   2,111,557 1,538,857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69 92 

 其他  500 238    ______ ______ 
   569 330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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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下列各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成本  1,865,010 1,352,02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371 2,930 

 使用權資產折舊  2,080 1,098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3,053 12,932 

   退休金計劃供款  622 505    _________ _________ 

   13,675 13,437    _________ _________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減直接經營開支 210,000 港元 

  （二零二一年：210,000港元）  (2,870) (4,11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就年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二一年：16.5%）

作出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司法權區當時之稅率計

算。 
     
7.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普通權益持

有人應佔溢利及於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84,726,715 (二零二一年 : 

584,726,715)股計算。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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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攤薄事宜，故並無披露 

 該等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數額。 

 

8.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投資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權投資: 

      上市債權投資  1,338 1,297    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投資: 

      Changting China Newtown Plaza Development Co., Limited 34,878 38,895 
      臨沂雅禾新置業有限公司  1,478 1,648    _______ ______ 
   36,356 40,543 

 減: 即期部份  (1,478) (1,648)    _______ ______ 

 非即期部份  34,878 38,895    _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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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由於本集團認為該等投資屬於策略性質，故上述股權投資不可撤回地指定為以公允

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9.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之政策為所有有意與本集團進行買賣之客戶，均須向本集團提供信譽良好銀行所 

發出限期為90日至180日之不可撤銷即期信用狀或以現金貨到交收。本集團就客戶個別 

設定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嚴格監控其未償還應收款項，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 日內  216,270 505,492 

 31 - 60 日  1,863 38,623 

 61 - 90 日  357 228 
 超過 90 日  2,561 4,166    ________ ________ 
   221,051 548,509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未逾期亦未減值應收賬款應收自多位客戶，該等客戶近期並無拖欠記錄。 
 
 

10.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股權證券，以公允值計量   4,072 4,814 

 其他非上市基金投資，以公允值計量   1,313 1,163    ________ ________ 
    5,385 5,977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上述股權投資被分類為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原因為其乃為交易而

持有。 

 

上述非上市基金投資被強制分類為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此乃由於

其合約現金流量並非純粹為本金及利息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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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1,029 7,758 

 其他應付款項   9,433 7,287 

 合同負債   5,976 6,172 

 應計負債   7,882 5,042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4,811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58,000 255,000 
 已收租賃按金   2,465 2,347     ________ _______  
    84,785 288,417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 日內  1,029 7,758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並不計息，平均為期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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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期間，本集團主要在泰國、柬埔寨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採購乾木薯片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及泰國銷售乾木薯片給客戶。 本集團為泰國最大乾木薯片採購商及出口商以及中國最大進

口乾木薯片供應商，提供包括乾木薯片採購、加工、倉儲、物流及銷售的全方位綜合商業模式。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隨著新型冠狀病毒仍然持續，對酒精產品需求

顯著增多(由於乾木薯片則是國內生產酒精的主要材料)，因此客戶對乾木薯片需求也因應增加。本

期間內本集團之採購及銷售乾木薯片收入約為2,102,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1,525,000,000港元

增加約37.9%。 

  

就本集團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業務，酒店餐飲服務向外承包以收取固定收入，本期間酒店房費收入則

穩定。本集團仍舊決心抓緊機會，優化員工分配，以消除負面因素。  

 

就「338 Apartment」而言，該物業地舖現時租予第三方用作經營連鎖餐廳，而該物業其餘可出租層

數面積現時由本集團自行經營服務式公寓或已租予第三方租戶。 

 

財務回顧 

 

收入 

本期間，本集團之採購及銷售乾木薯片收入約為2,102,4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的1,525,000,000港

元比較，增加約577,400,000港元或約37.9%。本集團的收入增加主要由於乾木薯片的銷售量及平均

售價上升。 

 

本期間，由於酒店餐飲服務向外承包，因此本集團酒店經營收入減少。本集團決心繼續投放資源推

廣服務，優化員工分配，以爭取改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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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期間，本集團的採購及銷售乾木薯片銷售成本約為 1,865,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1,352,000,000港元增加約513,000,000港元，增幅約為37.9%，主要原因是本期間內乾木薯片銷售增

加。 

 
本期間本集團毛利由去年同期約173,000,000港元增加約64,400,000港元至本期間約237,400,000港

元，主要原因是本期間內銷售上升。 

 

本期間，本集團採購及銷售乾木薯片的毛利率維持約11.3%。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期間，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161,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127,400,000港元），主要

包括(a)遠洋運輸費用約72,1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45,500,000 港元），(b)倉庫、處理及境內

運輸開支約86,5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76,800,000港元）及(c)酒店業務相關的銷售及分銷成本

約3,2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5,100,000 港元）。 

 

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原因主要是因為於本期間本集團銷售量增加及遠洋運輸單位成本增加。 

 

本集團銷售及分銷開支約佔本期間總銷售收入約7.7% (二零二一年：8.2%)。 

 

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行政開支約為25,8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約為25,700,000港元。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開支由去年同期約5,400,000港元增加至本期間約9,000,000港元。於本期間，融資開支

增加主要為貿易融資貸款及實際平均銀行貸款利率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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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盈利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盈利約34,1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3,800,000港元）。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資產淨值由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32,900,000港元增加約

18,200,000港元至約851,100,000港元，原因為本期間盈利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流動資產約為845,9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594,70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117,9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00,600,000港元）、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約 221,1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48,500,000港元）、質押存款及受限制銀行結餘約4.1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4,100,000港元）、存貨約432,2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869,200,000港元）以公允值

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約5,4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6,000,000港元）及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約62,5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63,4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非流動資產為1,292,3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326,100,000港元），其中包括投資物業約 615,5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625,700,000港元），物業、廠房及設備約582,3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98,900,000

港元）及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投資共約34,9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38,9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約為572,9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372,600,000港元），主要包括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約84,800,000港元（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288,400,000港元），應付稅項約72,8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66,700,000港元）以及銀行貸款約415,3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17,400,000港

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非流動負債包括遞延稅項負債約12,2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13,300,000港元）及為收購及營運338 Apartment所欠一間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款項

約281,9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81,900,000港元）及銀行貸款非即期部份

420,0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20,000,000港元）。 

 

本集團以借貸佔資產總值的百分比計算其資本借貸比率。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資本借

貸比率為39.0%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49.2%)，下降主要由於期末貿易相關銀行借貸減少所

致。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存貨周轉約為63.7天，比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90.6天，

減少約26.9天。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應收款周轉約為33.3天，比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52.8

天，減少約19.5天。 

 

僱傭及酬勞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員工人數約為250人。本期間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報酬）

約為13.700,000港元。本集團根據僱員的表現、經驗及行業普遍慣例給予僱員報酬。本集團在香港

透過強積金為其僱員提供退休福利，在中國、澳門、越南及泰國亦為僱員提供類似計劃。 

 

 

 



 18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款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i)  本集團位於香港賬面值分別為500,000,000港元及1,100,000港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 (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 503,500,000港元及1,200,000港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 之法定押記; 及 

 

(ii) 本集團位於香港賬面值為560,0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64,500,000港元) 之法定押記。 

 

外幣風險 

本集團以人民幣（「人民幣」）、美元（「美元」）及泰銖經營業務，因此當該等貨幣的國際市場

價值波動時，本集團面臨外幣風險。本集團現時並無針對外幣風險的外匯對沖政策。然而，董事監

控有關外幣風險，並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概沒有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沒有任何重大的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沒有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 
 
前景 

在中國, 可再生能源被視為一種重要的能源資源，在滿足國家能源安全及需求和減少環境污染等方

面扮演重要角色。中國的「不與民爭糧，不與糧爭地」政策認定玉米等糧食應優先用於動物飼料及

食品，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因此，中國政策鼓勵使用非糧食製造的生物燃料，本集團預期中國內

地市場對乾木薯片的需求愈來愈大，有利於本集團長期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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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方面，本集團現時在泰國、柬埔寨、老撾及越南運營十一個採購乾木薯片的設施及網絡，總儲

存量為約600,000噸。採購乾木薯片網絡覆蓋面廣濶，為本集團提升市場覆蓋率及維持長期業務增

長奠定良好基礎。本集團在泰國、越南、老撾及柬埔寨的乾木薯片採購網絡營運規模不繼擴大，發

揮經濟規模效益，目標旨在令到乾木薯片單位成本下降及毛利率增加。另外，本集團計劃繼續在泰

國、越南、老撾及柬埔寨增加採購乾木薯片的設施及網絡，藉以開發乾木薯片新供應源頭及擴大乾

木薯片的供應，以應付預計增加乾木薯片的需求、增加市場佔有率及鞏固本集團在行業上的龍頭位

置。 

 

本集團涵蓋木薯片採購、加工、儲存、物流及銷售的獨特綜合業務模式。在可見將來，集團計劃設

置更多採購倉庫，把泰國成功的綜合業務模式推展至這些新據點。本集團憑藉集團全面的採購管道

及收購網絡，加上完善的倉庫設施、優化的物流，以及在中國龐大的銷售網絡，集團將致力提升集

團的市場覆蓋率及維持長期業務增長，為股東締造最佳回報。 

 

酒店業務方面，面對中國大陸宏觀經濟放緩的影響，本集團加強控制成本之餘，會繼續投放資源推

廣，吸納旅遊人士或商務客戶以外的當地居民成為酒店消費群，藉以增加收入及改善盈利能力。 

另外，本集團在當地酒店管理方面有良好聲譽，當地附近若干中小型酒店有意商談聘用本集團為其

酒店的管理公司，本集團會謹慎考慮其可行性，為本集團開拓酒店管理收入。 

 

此外，本集團繼續會謹慎地硏究其他大宗商品質貿易的可行性，及選取具有潛力的其他投資項目，

但不限於酒店業務及房地產項目，為本集團開拓收入來源，為股東締造最佳回報。 
 
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董事會宣佈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因此毋須暫停辦理股份轉讓。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期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有關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則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買賣證券的操守守則，其條款不

較於聯交所的《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交易規定標準寬鬆。本公司亦已向全

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據本公司所知悉，董事並無違反交易規定標準及有關董事買賣證券的操守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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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會所知，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偏離守則條文A.2.1外，一直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全部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責必須由不同人士擔任。朱銘泉先生為主席，為董

事會發揮領導的作用。根據守則第A.2.2及A.2.3條，朱銘泉先生作為主席，須確保全體董事須就董

事會會議討論的事項獲適當簡報，並適時獲得完整及可靠的足夠資料。本公司執行董事就彼等各自

的專業執行範疇共同監督本集團的整體管理，實際上履行行政總裁的職能。因此，本公司目前並無

委任行政總裁，以免產生職務重複的情況。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舉行一次會

議，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慣例、中報及中期財務資料，並向董事會推

薦建議。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朱銘泉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朱銘泉先生、廖玉明女士、及林靜芬女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崔志仁先生、洪思杰先生及Amporn Lohathanulert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