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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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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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P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3）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

QP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公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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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274,577 282,743

製成品及半製成品之存貨變動 4,043 (5,735)

使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127,334) (128,512)

其他收入 4 7,691 16,69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751 (3,07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公允值虧損淨額 (11,379) (13,293)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虧損）╱收益 (2,066) 1,292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706) 174

僱員成本 (79,268) (84,612)

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 (8,500)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 (24,739) (1,370)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2,131) (11,271)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5,738) –

其他開支 (82,071) (89,023)

融資成本 5 (1,967) (26)

除稅前虧損 (67,337) (44,508)

稅項 6 (808) (914)

本年度虧損 7 (68,145) (45,422)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可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655 3,733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67,490) (41,689)

（經重列）
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 (36.24港仙 ) (24.16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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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26,783 160,853
使用權資產 33,856 –

160,639 160,853

流動資產
存貨 48,639 45,48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71,588 109,558
按金及預付款項 21,600 23,07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42,870 43,891
應收貸款 11 20,239 20,32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4,892 131,276

359,828 373,60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0,233 17,752
按金及應計費用 38,068 35,071
合約負債 1,539 –
應繳稅項 685 809
其他借貸 22,022 12,596
租賃負債╱融資租賃承擔 11,035 457

93,582 66,685

流動資產淨值 266,246 306,924

426,885 467,77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0,501 180,501
股份溢價及儲備 219,786 287,2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00,287 467,777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融資租賃承擔 26,598 –

426,885 46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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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
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此外，綜合
財務報表亦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條文。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於各報告期間結束時按公允值計量之若
干金融工具除外。歷史成本一般根據換取貨物及服務所付代價之公允值得出。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本 提早還款特性及負補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
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
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

租賃的定義

本集團已選用可行權宜方法，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而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但不對於先前並未識別為包含租賃的合約應用該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於首次
應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所載的規定應用租賃的定義，以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

作為出租人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出租人的會計處理方式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大致相同。出
租人將繼續使用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類似的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或融資租賃。因此，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作為出租人的租賃並無影響。出租人之會計處理規定大
致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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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即二零一九年五
月一日）確認。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C8(b)(ii)號過渡
規定按相等於相關租賃負債的金額（就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作出調整）確認額外租賃
負債及使用權資產。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於期初累計溢利確認，比較資料不予重列。

於過渡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的經修訂追溯法時，本集團按逐項租賃基準，
於相關租賃合約範圍內對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應用下列可
行權宜方法：

i.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扣除初始直接成本；

ii. 對屬於類似相關資產種類、處於相若經濟環境及具有相近剩餘年期的租賃組合應用單
一貼現率。具體而言，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若干租賃物業租賃的貼現
率乃按組合基準釐定；

iii. 使用基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事實及情況的事後分析，就本集團具有續租權及終止權的租
賃釐定租期；

iv. 選擇不對租期將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及

v. 透過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作為減值評估的另類方法，
評估租賃是否繁苛。

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於首次應用日期應用相關集團實
體的增量借款利率。相關集團實體應用的加權平均增量借款利率介乎3.05%至4.51%.。於二
零一九年五月一日之租賃負債與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之經營租賃承擔對賬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五月一日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56,043

減：可行權宜方法－租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的租賃 (404)
減：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尚未開始的租賃 –
減：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按增量借貸利率貼現的影響 (5,143)

50,496
加：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確認的融資租賃承擔 457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的租賃負債 50,953

分析為：
流動 11,876
非流動 39,077

5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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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作為承租人－續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之自用使用權資產賬面值包括以下各項：

於二零一九年
五月一日
千港元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確認與經營租賃有關的使用權資產 50,496

加：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確認與經營租賃按金 

有關的使用權資產 377

加：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計入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金額－先前列於融資租賃項下之資產 768

51,641

按類別
汽車 768

樓宇 50,873

51,641

註：

就先前列於融資租賃項下的資產而言，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仍處於租期內金額
為768,000港元的相關資產賬面值重新分類為使用權資產。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五月
一日將457,000港元的融資租賃承擔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本集團將已付可退回租金按金視作適用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的租賃相關權利及責任，列於其他應收款項項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下租
賃付款的定義，該等按金並非與使用相關資產權利有關的款項，已經調整以反映於過渡時
的貼現影響。因此，377,000港元已調整至已付可退回租金按金及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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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作為承租人－續

已對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不受有關變動
影響的項目並無包括在內。

先前於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三十日

呈報的賬面值 調整

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於二零一九年
五月一日的

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60,853 (768) 160,085
使用權資產 – 51,641 51,641

流動資產
按金及預付款項 23,074 (377) 22,697

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457 (457) –
租賃負債－一年內到期 – 11,876 11,876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一年後到期 – 39,077 39,077

就以間接方法呈報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而言，營運
資金變動乃按上文所披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的期初財務狀況表計算。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注資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第8號之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5

1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對收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度期間期初或之後的業務合

併及資產收購生效
4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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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除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已於二零一八年頒
佈，而其相應修訂，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引用的修訂」，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在可見未來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

收益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銷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銷售退貨及折扣。所有收益合約
為期一年或一年以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允許的可行權宜方法，並未披露分配
至該等未履行合約的交易價格。所有收益均於指定時間確認。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核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
報告之資料，乃以客戶所在地為基準。本集團現時經營單一業務分部，即製造及銷售集成電
路引線框、散熱器、加強桿及相關產品。單一管理團隊向全面掌管整體業務之主要經營決策
者匯報。因此，本集團並無獨立可報告分部。

本集團客戶主要位於美利堅合眾國（「美國」）、香港、歐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菲
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位於其他國家的客戶已集合為單一可報告分部，乃因該等
分部並不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所載之最低數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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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所劃分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收益 分部業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33,156 30,512 2,013 1,756

香港 1,480 2,166 84 138

歐洲 36,244 43,214 2,362 2,756

中國 94,525 80,196 2,403 1,876

菲律賓 5,428 8,267 404 522

馬來西亞 62,730 50,319 4,119 3,126

新加坡 3,262 11,816 332 754

泰國 19,793 37,040 1,425 2,362

可報告分部總計 256,618 263,530 13,142 13,290

其他國家 21,853 22,629 1,243 1,425

278,471 286,159 14,385 14,715

對銷 (3,894) (3,416) – –

外部客戶收益及分部業績 274,577 282,743 14,385 14,71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27 –

出售使用權資產之收益凈額 105 –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 (24,739) (1,37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虧損淨額 (11,379) (13,293)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虧損）╱收益 (2,066) 1,292

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 (8,500)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2,131) (11,271)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5,738) –

未分配利息收入 1,648 1,984

未分配企業開支 (15,482) (28,039)

融資成本 (1,967) (26)

除稅前虧損 (67,337) (4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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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中國可報告分部包含分部間收益為約3,89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3,416,000港元）。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指來自各分部之溢利╱（虧
損），而並無分配企業開支（包括董事薪酬）、折舊開支、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虧損淨額、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已變
現（虧損）╱收益、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利息收入以及融資成本。此為就資
源分配及表現評核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計量基準。

分部間銷售按當時之市場價格計算。

分部資產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所劃分資產之分析：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9,035 4,648

香港 488 145

歐洲 6,236 13,896

中國 30,177 15,764

菲律賓 955 1,771

馬來西亞 16,766 5,006

新加坡 719 1,225

泰國 2,422 7,848

可報告分部總計 66,798 50,303

其他國家 2,548 3,407

69,346 53,710

未分配
物業、機器及設備 126,783 160,853

使用權資產 33,856 –

存貨 48,639 45,487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42,870 43,891

其他應收款項 2,242 55,848

應收貸款 20,239 20,32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4,892 131,276

按金及預付款項 21,600 23,074

綜合資產總值 520,467 53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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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續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所有資產會分配至經營分部，惟不包括物業、機
器及設備、使用權資產、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存貨、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貸款、按
金及預付款項，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

由於分部負債資料並非定期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核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因此並無呈列
有關資料。

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之地區資料

本集團按資產所在地理位置劃分於中國之非流動資產為約50,15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45,855,000港元）及於香港之非流動資產為約110,48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14,998,000港
元）。

4.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副產品及廢料銷售 2,178 7,827
銀行利息收入 141 12
來自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1,507 1,973
租金收入 2,470 2,479
雜項收入 1,395 4,408

7,691 16,699

其他收益及虧損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27 –
出售使用權資產之收益凈額 105 –
應收貿易賬款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備撥回） (750) 52
應收貸款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備撥回） (912) 103
其他應收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824 19

(706)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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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負債╱融資租賃承擔之利息 1,967 26

1,967 26

6. 稅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808 914

808 914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年度均無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引入兩級制利得稅制度。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簽署成為法律，
並於翌日在憲報刊登。根據兩級制利得稅制度，合資格企業之首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按
8.25%之稅率繳稅，而超過2,000,000港元之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繳稅。不符合兩級制
利得稅制度資格之企業之應課稅將繼續按16.5%之劃一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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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
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之通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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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年度虧損

本年度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酬金 2,687 2,569

其他僱員的薪金及津貼 71,481 75,654

其他僱員的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100 6,389

79,268 84,612

維修及保養開支 23,625 21,114

核數師酬金 850 900

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 14,104

與短期租賃有關之開支 595 –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2,131 11,271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5,738 –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 24,739 1,370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3,751) 3,074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 8,500

8.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九年：
零）。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派付股息（二零一九年：零）。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應佔之本年度虧損 (68,145) (45,422)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8,022,110 188,022,110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68,14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45,422,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88,022,110股（二零一九年（經重列）：
188,022,110股）計算，經調整以反映股份合併的影響。每十二股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
值0.08港元之已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96港元之股份的股份合併於二零二零年五
月五日生效。亦已假設股份合併於上一期間已生效而調整比較數字。

該兩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並無計及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的情況，乃因購股權行使
會減少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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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70,279 53,893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933) (183)

69,346 53,710
其他應收款項 2,242 56,672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 (824)

71,588 109,558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於報告期間結束時，貿易應收款項扣除預期信
貸虧損撥備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8,505 21,865
31日至60日 25,096 21,246
61日至90日 5,347 5,739
90日以上 10,398 4,860

69,346 53,710

11. 應收貸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 –

31日至60日 – –

61日至90日 – –

90日以上 22,160 21,332

22,160 21,332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1,921) (1,009)

20,239 20,323

應收貸款已根據貸款協議之條款償還及所有應收貸款於一年內可予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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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30日內 8,513 8,104

31至60日 6,328 4,413

61至90日 2,369 2,007

90日以上 3,002 3,217

20,212 17,741

其他應付款項 21 11

20,233 17,752

購貨之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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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業績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274,580,000港元，較去年282,740,000港元
減少2.89%。本集團錄得年度綜合虧損68,150,000港元，而去年則錄得綜合虧損
45,420,000港元。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36.24港仙（二零一九年（經重列）：24.16港
仙）。經常性LBITDA（將除稅前虧損撇除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虧
損淨額、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虧損、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
值、折舊及融資成本計算）為68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經常性LBITDA（將除稅前
虧損撇除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虧損淨額、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收益、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折舊以及融資成本計算）為
19,840,000港元）。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本年度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遭遇不利的經商環境，營業額於年內錄得減少2.89%至
274,58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82,740,000港元）。

年內，員工成本減少6.31%至79,27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84,610,000港元），佔本
集團營業額之28.87%（二零一九年：29.93%）。其他開支減少7.81%至82,070,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89,020,000港元），佔本集團本年度營業額之29.89%（二零一九年：
31.48%）。本集團將繼續注視市場形勢並相應調整其勞動力和員工架構，務求達致
更佳的員工組合，從而提升勞動生產力。本集團亦將繼續撙節開支，務求將工廠經
營成本持續上升之影響減至最低。

此外，本集團的財務業績亦受到以下兩項因素影響：(i)由於預期本集團業務的
長期盈利能力轉差，於回顧年度內就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計提非現金開支
24,74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370,000港元）；及 (ii)於回顧年度按公允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公允值虧損淨額11,380,000港元。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
虧損淨額包括分別投資於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中國置業投資」）及中國
投融資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投融資」）之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允值虧損約3,290,000港
元及約3,880,000港元。有關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詳情於下文「重大投資」
一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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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其技術及生產部門以保持其能夠在短時間內交貨及擁有高生產
規劃彈性的競爭優勢。這些競爭優勢將讓本集團為客戶提供更佳服務，亦可擴大
本集團的市場佔有率。

為了提升本集團之營運表現，本集團將繼續推行提升生產效率及產能的計劃。為
提升本集團的競爭力及達致不同生產規定，本集團將調配資源升級及重組現有廠
房及機器以及環保設施。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發掘可擴展其主要製造業務並為股東帶來更佳回報的其他商機。

重大投資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概無持有佔本集團總資產超過5%之按公允
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其他投資，故本集團並無持有重大投資。有關本集團所
持有之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三十日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公允值
佔總資產之
概約百分比 公允值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股本證券
滙隆控股有限公司（「滙隆」） 24,806 4.77% 18,639
中國投融資 4,522 0.87% 8,398
中國置業投資 4,336 0.83% 6,028
中國錢包支付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錢包」） 2,791 0.54% –

其他上市股本證券（附註1） 6,415 1.23% 7,762   

小計 42,870 8.24% 40,827   

非上市股本證券
基金 – – 3,064   

總計 42,870 8.24% 43,891    

附註：

1.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其他上市股本證券包括8只上市股本證券，且彼等概無超過本集
團總資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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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隆、中國投融資、中國置業投資及中國錢包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上市。滙隆的主要業務為提供建築及建造工程棚架搭建及精裝修服務及其
他建造及樓宇工程服務、吊船工作台、防撞欄及登爬維修器材之安裝及維修服務、
借貸業務、證券投資業務及資產管理業務。中國投融資的主要業務為證券買賣以
及投資控股。中國置業投資的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放債及金融服務。中國錢包的
主要業務為提供流動平台編程及推廣方案以及分銷電腦及移動相關電子產品及配件。

董事認為，本集團所持有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未來前景或會受到外界
市況所影響，而董事將繼續監察及評估本集團之投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自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增加，主要由於來自供應商的其他
應收款項減少約54,430,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為154,890,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131,280,000港元）。為撥付營運資金，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錄得之
未償還債項總額為59,66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3,050,000港元），包括租賃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為37,63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460,000港元）及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為22,02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2,600,000港元）。利息成本方面，未償還債務中的
37,63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460,000港元）為計息，另外22,020,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12,600,000港元）為免息。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為14.0%（二零一九年：2.8%）。

資本架構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資本架構並無重大波動。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
三十日止年度內的匯率波動對本集團之營運或流動資金水平並無不利影響。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並未訂立任何外匯合約以對沖本集團面對之貨幣波動風險，
而本集團之政策是不會單為投機活動而訂立任何衍生工具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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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於二零二零
年四月三十日，賬面值約8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768,000港元）之汽車為於租賃
負債╱融資租賃項下持有的資產。

資本開支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投資3,4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10,790,000港元）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此項資本開支乃主要以內部財務資源撥付。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為780人（二零一九年：1,010人）。
本集團繼續奉行其薪酬政策，確保僱員薪酬與工作性質、資歷及經驗相稱。本集團
繼續按照本集團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而向合資格員工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購
股權及其他福利。

資本重組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之普通決議
案，自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起，(i)每十二股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8港元
之已發行現有股份合併為一股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96港元之合併股份
（「合併股份」）及 (ii)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將予削減，方法為 (a)透過註銷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中任何零碎合併股份，將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合併股份數目向下湊整
至最接近整數；及 (b)按每股當時已發行合併股份0.95港元註銷本公司實繳股本，
致使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之面值由0.96港元削減至0.01港元。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建立及恪守最佳企業管治常規標準。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原則強調董事
會之質素、有效之內部監控、嚴格之披露常規，以及對全體股東開誠布公、獨立及
問責。

本公司已採納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其涵蓋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原則及守則條文。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除於下文相關段落闡述之偏離情況外，本公
司一直應用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原則，並遵守其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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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行政總裁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區分，且不
應由同一人兼任。

自一九八九年一月本公司成立以來，李同樂先生一直擔任董事會主席。自一九八九
年一月起，李先生亦出任行政總裁一職（二零零四年二月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期
間除外）。李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彼掌握之行業專門知識及對本公司營運之透徹
瞭解為本公司所看重。因此，李先生肩負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角色，可為本公
司之業務增長帶來重大價值，同時提高本公司因應環境轉變作出決策之效率。由
於所有重大決策均須待董事會決定，而七名董事會成員中的三名均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故本公司認為，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已維持足夠權力及職權平衡。

董事之委任、退任及重選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各董事（包括有指定委任年期者）須至少
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半數董事（不包括出任執行主席及╱或董事總經理之董事，
彼╱彼等根據百慕達法例可獲豁免輪值告退）須於本公司各股東週年大會上告退，
且將符合資格重選連任。李同樂先生為董事會執行主席，故毋須遵守輪值告退之
規定。為遵守守則條文第A.4.2條，李同樂先生已同意至少每三年自願退任一次，並
會重選連任。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李同
樂先生已退任並重選連任為執行董事。

出席股東大會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及第E.1.2條訂明，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之
股東週年大會及非執行董事應出席本公司之股東大會。由於其他業務承擔及冠狀
肺炎 (COVID-19) 疫情形勢的不斷變化，董事會主席李同樂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朱峻頞先生、鍾凱恩女士及劉洪瑞先生）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月
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大會。然而，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及
執行董事隨後就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提出的詢問向彼等呈報，以取得及加深
對本公司股東意見的均衡了解。



21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零年四月成立。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審核委員會由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凱恩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朱峻頞先生及劉洪瑞先生組成。
鍾凱恩女士為合資格會計師，於會計、核數及財務事宜方面具備豐富經驗。

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者一致並刊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角色及職能包括：

• 監察本集團與外聘核數師之關係；

• 檢討外聘核數師之任命，確保核數師一直保持獨立；

• 審閱本集團之初步業績、中期業績及年度財務報表；

• 監察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包括遵守法定及上市規則規定之情況；及

• 透過提供獨立檢討以及監督本集團財務申報制度以及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
度之成效，協助董事會履行其責任。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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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
均已確認，彼等於回顧年度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及有關董事證
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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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公佈在本公司網站 (www.qpl.com)及聯交所網站刊登。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一切
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
並在上述網站刊登。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就董事同仁及全體員工之努力及貢獻向其致以衷心謝
意。此外，本人亦衷心感謝所有客戶、業務夥伴及股東一直以來的不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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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海平先生、黎守謙先生及董小靜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凱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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