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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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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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4）

二零二二╱二零二三年度中期業績
業績

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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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業績以及二零二一年同
期之比較數字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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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3 246,388 445,916
銷售成本 (232,072) (403,898)  

毛利 14,316 42,018
其他收益 4 16,754 19,541
其他盈利及虧損 5,504 (1,411)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492) (12,978)
行政成本 (46,252) (47,965)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盈利 1,517 13,960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的減值虧損回撥 
（減值虧損），淨額 55 (19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9 (24,879) –
銀行貸款之財務費用 (148) (110)  

除稅前（虧損）溢利 (43,625) 12,865
所得稅開支 5 (1,855) (3,480)  

本期間（虧損）溢利 6 (45,480) 9,38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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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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滙兌差額 (39,573) 5,30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的 
公平值虧損淨額 (83) (214)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債務工具由投資重估儲備重新分類 (64) 31  

(39,720) 5,121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39,720) 5,121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85,200) 14,506  

每股（虧損）盈利 6
基本 (13.65)港仙 2.8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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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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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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09,070 533,952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7,899 39,230
資產使用權 3,857 3,948
會籍債券 10,343 10,343
已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2,392 2,187  

533,561 589,660  

流動資產
存貨 60,409 95,494
應收貿易賬款 10 89,743 165,587
其他應收賬款 19,672 22,680
已付模具訂金 2,916 4,373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 11,570 20,28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 5,444 8,659
應退稅項 – 1,182
短期存款 208,183 93,254
銀行結存及現金 345,373 411,377  

743,310 822,89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46,148 82,53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未付 94,680 104,023
已收模具訂金 36,823 32,028
應付稅項 32,431 33,191
有抵押銀行貸款 5,124 5,124  

215,206 256,896  

流動資產淨值 528,104 565,99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61,665 1,15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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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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37,752 37,318
有抵押銀行貸款 13,227 15,789  

50,979 53,107  

資產淨值 1,010,686 1,102,54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33,305 33,315
儲備 977,381 1,069,232  

1,010,686 1,10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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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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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披露要求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
除外，如適用。

除因應用經額外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貫徹一致。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二零二二年四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參考修訂及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布以下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之年度改進

於本期間應用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
以及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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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集團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家庭電器。本集團之營業額來自銷售家庭電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所有收到的採購訂單預計將在一年內完成。

業務資料會呈報給本公司之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人士（「主要營運決策人士」），就地理區
域分類以集中分配資源及評核分部表現。

本集團現劃分成 4個主要地區分部：歐洲、美洲、亞洲及其他地區銷售。業務資料會呈報給
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士以集中在該等營運分部之資源分配及評核分部表現。截至二零二二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以下乃來自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營運分部地區業務之收益及業績作出之分析：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歐洲 美洲 亞洲 其他地區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營業額（附註 a） 48,329 161,728 31,563 4,768 246,388     

分部虧損 (3,735) (12,500) (2,439) (369) (19,043)    

其他盈利及虧損 

（外滙盈利淨額除外） (1,162)

折舊（模具及資產 

使用權除外） (5,92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之盈利 1,517

有抵押銀行貸款之 

財務成本 (148)

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減值虧損 (24,879)

未分配收益及 

開支淨額（附註b） 6,016 

除稅前虧損 (4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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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歐洲 美洲 亞洲 其他地區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營業額（附註 a） 206,381 186,511 33,955 19,069 445,916     

分部虧損 (2,530) (2,286) (416) (234) (5,466)    

其他盈利及虧損 

（外滙虧損淨額除外） 1,406

折舊（模具及資產 

使用權除外） (5,68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之盈利 13,960

有抵押銀行貸款之 

財務成本 (110)

未分配收益及 

開支淨額（附註b） 8,755 

除稅前溢利 12,865 

附註：

(a) 分部營業額的分配是基於產品的船運目的地而確定。

(b) 未分配收益及開支淨額來自某些其他收益、中央行政費用及董事薪金。

分部虧損指各分部虧損，當中並未分配某些其他收益、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薪金、其他盈利
及虧損（外滙匯兌淨額除外）、折舊（模具及資產使用權除外）、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
之盈利、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及有抵押銀行貸款之財務費用。此乃向本集團主要營
運決策人士滙報以供其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計量方法。上述報告之營業額乃由外部客戶
所產生的。這兩個期間並未有聯營分部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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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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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金收入 10,297 10,381
利息收入 1,120 2,653
樓宇管理費收入 3,483 3,378
其他 1,854 3,129  

16,754 19,5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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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年度稅項：
香港 133 980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88 2,083  

1,421 3,063
遞延稅項 434 417  

1,855 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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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可分配給公司擁有人的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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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而言之（虧損）盈利 

本期間可分配給本公司擁有人之（虧損）溢利 (45,480) 9,385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股數 股數
千 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3,081 335,208  

在這兩個期間未有發行潛在攤薄之普通股，故此並沒有列出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7.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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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確認派發之股息

末期股息
二零二二年：每普通股股息2港仙（二零二一年：每股股息8港仙） 6,661 26,814

特別股息
二零二二年：沒有（二零二一年：每股 15港仙） – 50,277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後，董事會宣布不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每股2港仙，總金額
為668萬7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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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資物業

於本中期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公平值由一間獨立並與本集團沒有關連的專業合
資格估值師永利行評值顧問有限公司進行重估。位於香港的投資物業的公平值乃跟據市埸
同類物業於相同位置和條件之現行交易價格以直接比較方法進行。而位於中國的投資物業
的公平值是根據投資期限和歸還分析方法和潛在的市場可歸還租金收入的基礎上，通過全
額租賃將租金收入資本化而確定的水平。由此產生之投資物業的公平值增加151萬7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96萬港元）已直接確認並列入截至二零二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損益內。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於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了約410萬3千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580萬1千港元）。購置主要包括50萬5千港元於廠房及機器（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23萬5千港元）、汽車並沒有增加（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增加37萬港元）、196萬9千港元於傢俱、裝置及設備（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98萬1千港元）、162萬9千港元於模具及工具（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

萬5千港元）。於這兩個期間並沒有出售重要物業、廠房及設備。

減值評估

於每個報告期末，管理層會評估是否存在減值跡象，並對某些類別的物業、廠房和設備的賬
面價值進行減值評估。倘存在任何有關跡象，管理層須估計資產的可收回金額而作出判斷。

鑑於全球不利的經營環境，加上客戶需求疲弱及消費意欲變得極為審慎，截至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部分客戶訂單被延期或取消。本集團管理層按使用價值法評估某些物
業、廠房及設備的可收回金額低於其賬面價值。

於本中期間內，業務表現低於管理層預期，本集團確認減值虧損 2,487萬9千 港元（截至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沒有）。

減值金額已分配至各物業、廠房及設備，因此每一類別的賬面值不得低於其公平值減去出
售成本、其使用價值及零價值。用於按使用價值計算物業、廠房及設備可收回金額的主要假
設包括預期產品銷售額、毛利率及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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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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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產品銷售 90,074 165,973

減：信貸損失準備金 (331) (386)  

89,743 165,587  

本集團設立明確信貸期由30日至180日予其貿易客戶。以下為應收貿易賬款以發票日期為基
礎之分析，此大約為該營業額確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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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日 74,061 104,885

91–120日 4,073 16,466

>120日 11,609 44,236  

89,743 165,587  

11. 應付貿易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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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日 39,876 80,333

91–120日 5,127 365

>120日 1,145 1,832  

46,148 8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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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數量 股份面值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600,000,000 6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335,432,520 33,543

已回購及註銷的股份 (1,084,000) (108)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334,348,520 33,435

已回購及註銷的股份 (1,194,000) (120)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333,154,520 33,315

已註銷的股份（附註） (100,000) (10)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333,054,520 33,305  

附註： 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回購的100,000股份，已在二零
二二年五月份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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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銷售營業額下跌45%至2億4,640萬
港元（二零二一年：4億4,590萬港元）及綜合淨虧損為4,550萬港元（二零二一年：純
利940萬港元）。鑑於全球不利的經營環境和本集團的銷售收入急劇下跌帶來的虧
損狀況，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資產使用權均存在減值跡象。目前已進行
減值評估，以參考資產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與使用價值兩者中較高者評估可收回金
額。資產賬面值超過其可收回金額的部份確認減值虧損。因此，本集團就物業、
廠房及設備作出約 2,490萬港元的減值撥備。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每股虧損為13.65港仙（二零二一年：盈利2.8港仙）。董事會已決定截至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建議派發任何股息（二零二一年：每股2港仙）。

業務回顧

本集團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多種家庭電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環球營商環境依然艱難及動盪。 COVID-19

繼續在多方面造成擾亂。加上高通脹、利率上升、能源成本上升以及俄烏衝突和
中美緊張局勢下地緣政治問題，客戶需求及消費意欲以驚人速度減弱。

回顧期內，本集團業務受到嚴重影響。銷售額大幅下跌45%至2億4,640萬港元。客
戶下的訂單被一再推遲，一些訂單最終被取消。這對我們的資源和材料安排造成
了重大影響。所有市場的銷售額均下降。歐洲銷售營業額跌幅最為嚴重，下跌77%

至4,830萬港元，佔本集團銷售營業額19%。美洲銷售營業額減少13%至1億6,170萬
港元，佔本集團銷售營業額66%。亞洲的銷售額下降7%至3,160萬港元，佔本集團
銷售營業額13%。其他市場的銷售營業額減少75%至480萬港元，佔本集團銷售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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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下跌 66%至1,430萬港元。毛利率由
9.4%下降至5.8%。由於中國某些省市不時爆發COVID-19疫情，以至提高了更嚴格
的安全控制措施，導致原材料和零件的運輸延誤，增加了運輸成本和費用。由於
供應短缺導致原材料成本增加，尤其是電子元件，電力成本增加以及與銷售營業
額急劇下降以至相關的員工成本偏高導致利潤減少。

銷售訂單的延期和取消導致銷售營業額大幅下降，負面規模經濟效應對效率產
生不利影響。儘管本集團已立即採取成本控制和精簡措施以削減開支費用，但銷
售營業額下滑的速度遠快於預期。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19%至1,050萬港元。銷售
及分銷費用佔銷售營業額的百分比由去年同期的2.9%上升至4.3%。行政開支減少
3.6%至4,630萬港元。行政費用佔營業額的百分比由去年同期的10.8%上升至18.8%。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位於香港灣仔之投資物業重估值為2億8,500萬港元（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億8,500萬港元），位於中國大陸惠南高新科技產業園的
投資物業重估值為2億370萬元人民幣（2億2,407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2億240萬元人民幣（2億4,895萬2千港元）），導致期內投資物業的公平值增加
151萬7千港元及換算虧損2,639萬9千港元。

鑑於全球不利的經營環境及本集團的銷售收入急劇下跌帶來的虧損狀況，本集團
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資產使用權均存在減值跡象。目前已進行減值評估，以參
考資產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與使用價值兩者中較高者評估可收回金額。資產賬面值
超過其可收回金額的部份確認減值虧損。因此，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
約2,490萬港元的減值撥備。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虧損為 4,550萬港元（二零二一年：純利
940萬港元）。與去年相比，淨利潤╱（虧損）率從2.1%下降至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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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前景

展望未來，我們預計整體營商環境將繼續艱難和充滿挑戰。 COVID-19仍揮之不去
及繼續造成擾亂，全面恢復正常的道路仍然遙遠及緩慢。隨著近期中國爆發病例
增加，中國境內及香港與中國之間的旅遊限制可能會持續。預期高通脹、利率上
升、能源成本上升以及俄烏衝突和中美緊張局勢下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等不利因
素仍然持續，短期內不太可能有所改善，我們預計客戶需求依然疲弱及消費意欲
將會更為惡劣。

面對這個艱難而充滿挑戰的時期，本集團將集中全面嚴格控制成本、在運營方面
進行精簡和整合，以提高效率。本集團現金狀況良好，資產負債率低。本集團整
體財務狀況穩健。我們將在製造能力和資源規劃方面保持警惕和多樣化，以應對
市場需求的波動。我們將通過新客戶和新產品類別以及中國大陸市場在線銷售渠
道尋求增長機會。我們還將尋找商機，為股東創造更高的價值。

憑藉本集團審慎務實的經營方針、強健的資金以及對卓越的執著追求，本集團繼
續努力、謹慎而行，以度過當前難關和未來的困難及挑戰。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12億7,690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14億1,260萬港元），資金來源包括流動負債 2億1,520萬港元（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2億5,690萬港元）、長期負債及遞延稅項 5,100萬港元（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5,310萬港元）及股東權益10億1,070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11億25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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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續保持雄厚及穩健之資產及流動資金狀況。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存款 5億5,360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億460

萬港元）。除為支付特定付款而須以其他貨幣持有之臨時結餘外，大部分存入人
民幣及美元短期存款戶口。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活
動產生的現金流流入淨額 6,920萬港元（二零二一年：流出 6,670萬港元）。同日，借
貸總額為1,840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090萬港元），而資產負債比率
（即借貸對股東權益之比率）為1.8%（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9%）。

本集團繼續對營運資金周期實施嚴格監控。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存貨結餘
為6,040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9,550萬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存貨
結餘減少6,730萬港元及存貨周轉天數由 50天增加至 61天。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
十日，應收貿易賬款結餘為8,970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億6,560萬港
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應收貿易賬款減少1億9,230萬港元及應收貿易賬款周轉天
數從115天減少至66天。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結餘為4,610萬
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8,250萬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應付貿易賬款
減少1億770萬港元及應付貿易賬款周轉天數從70天減少至36天。

就日常營運所需之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而言，資金來源為內部流動現金及備用銀
行信貸。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約410萬港元（二零二
一年：580萬港元）於廠房及機器、模具及工具、設備、電腦系統及其他有形資產，
用於擴大及提升現有製造設施。該等投資由內部資源及銀行貸款提供。本集團之
財政狀況穩健，連同備用銀行信貸，定能提供充裕財政資源，應付現有承擔、營
運資金需要，並於有需要時，供本集團進一步擴展業務及掌握未來投資商機。

本集團之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現時，
本集團並無使用對沖活動以對沖外幣風險。然而，本集團會嚴密監察外幣風險，
及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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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 1,680名僱員（二零二一年：2,180名）。大
部分僱員於中國工作。本集團按照僱員之表現、經驗及當前市場水平釐定僱員薪
酬，績效花紅則由本集團酌情授出。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所遵守之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原
則，並遵守一切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者則除外：

本公司前公司秘書黃麗蓉女士已辭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及會計及財務經理職位，
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因此本公司不再符合上市規則第 3.28條及企業
管治守則有關守則條文之規定。本公司現正在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公司秘書之
空缺。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 (1)條披露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1) 條規定，於 2021/2022年度年報刊發日後至本報告刊發日
期間董事之資料變更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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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成員有所變
動。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盧龐茂教授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
會成員。盧楚鏘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於二零
二二年九月九日起生效。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
則。本公司在作出明確查詢後，已確認全體董事均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批
准之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閱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就本報告期間的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包括本公司
的報告）及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與本公司管理層進行審閱及討論，
並認為財務資料及報告已遵照適用的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的法律規定
而編製，且已作出充分披露。報告期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慧
璇女士、黎雅明先生、盧龐茂教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辭任）及盧楚鏘先生（於
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起生效）組成。

財務資料之刊載

本業績公告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http://www.hkexnews.hk)（「聯交
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allan.com.hk)。

本公司中期報告，包括按上市規則規定須披露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
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登載以供閱覽及寄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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