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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報告

致：All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本行已審閱列載於第4頁至第20頁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貴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

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

入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其他說明性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要求中期財務報表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及其相關規定編制，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報這些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是 貴公司董事的責任。本行的責任是在審閱工作的基礎上對這些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

出結論，並且本行的報告是根據與　貴公司商定的約定條款僅為　貴公司的董事局（作

為一個團體）報告，不應被用於其他任何目的，本行不會就本行審閱報告的任何內容對

任何其他人士承擔或接受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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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範圍

本行的審閱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的《香港審閱業務準則第2410號－主體的獨立

審計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的。中期財務報表審閱工作包括詢問（主要詢問

負責財務和會計事項的人員）以及採用分析性覆核和其他審閱程序。與按照《香港審計

準則》進行的審計工作相比，審閱的範圍相對較小，因此本行不能保證本行能識別在審

計中可能識別出的重大事項，因而本行不會發表審計意見。

結論

根據本行的審閱，本行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本行相信上述中期財務報表未能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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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696,649 847,216

銷售成本 (595,731) (756,321)

毛利 100,918 90,895

其他收益 14,100 5,545

其他盈利及虧損 (508) (749)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902) (16,631)

行政成本 (61,870) (66,778)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盈利 600 –

銀行貸款之財務成本 (368) (492)

除稅前溢利 39,970 11,790

所得稅開支 4 (5,412) (2,960)

本期間溢利 5 34,558 8,830

其他全面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滙兌差額 (7,140) (3,659)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盈利（虧損）淨額 469 (779)

贖回可供出售投資於出售時 

隨即重新分類至損益 5 –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6,666) (4,43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7,892 4,392

每股盈利 6
基本 10.30港仙 2.6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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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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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8 242,600 242,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97,066 229,057

預付租賃款項 23,825 24,833

會籍債券 13,681 13,866

可供出售投資 10 21,075 16,031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 11 3,795 3,495

已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8,227 108

510,269 529,390

流動資產

存貨 90,928 74,589

應收貿易賬款 12 317,412 300,729

其他應收賬款 26,813 29,918

已付模具訂金 15,626 13,012

預付租賃款項 687 704

可供出售投資 10 5,422 3,538

應退稅項 11,160 11,695

短期存款 179,335 305,732

銀行結存及現金 504,964 424,879

1,152,347 1,164,79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3 244,183 200,71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未付 142,770 133,242

遞延收入 19,252 19,252

已收模具訂金 40,768 26,919

應付稅項 35,130 33,261

有抵押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6,972 10,672

489,075 42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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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淨值 663,272 740,73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73,541 1,270,12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12,939 12,855

遞延收入 27,275 36,901

有抵押銀行貸款－一年後到期 43,971 46,533

84,185 96,289

資產淨值 1,089,356 1,173,83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33,543 33,543

儲備 1,055,813 1,140,291

1,089,356 1,17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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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本贖回

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滙兌儲備 股息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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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33,543 109,884 793 193 33,473 25,157 872,412 1,075,455
本期間溢利 – – – – – – 8,830 8,830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滙兌差額 – – – – (3,659) – – (3,659)
可供出售投資重估虧損淨額 – – – (779) – – – (779)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 – (779) (3,659) – – (4,438)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779) (3,659) – 8,830 4,392

確認作分派之股息（附註7） – – – – – (25,157) – (25,157)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3,543 109,884 793 (586) 29,814 – 881,242 1,054,690

本期間溢利 – – – – – – 126,826 126,826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滙兌差額 – – – – (2,749) – – (2,749)
可供出售投資重估盈利淨額 – – – 52 – – – 52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累計虧損 
重新分類到損益內 – – – 47 – – – 4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 – – 99 (2,749) – – (2,650)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99 (2,749) – 126,826 124,176

擬派發二零一六年股息 – – – – – 18,449 (18,449) –
擬派發二零一六年特別股息 – – – – – 93,921 (93,921) –
確認作分派之股息（附註7） – – – – – – (5,032) (5,032)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3,543 109,884 793 (487) 27,065 112,370 890,666 1,173,834

本期間溢利 – – – – – – 34,558 34,558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滙兌差額 – – – – (7,140) – – (7,140)
可供出售投資重估盈利淨額 – – – 469 – – – 469
贖回可供出售投資的累計虧損 
重新分類到損益內 – – – 5 – – – 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 – – 474 (7,140) – – (6,666)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收益總額 – – – 474 (7,140) – 34,558 27,892

確認作分派之股息（附註7） – – – – – (112,370) – (112,37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3,543 109,884 793 (13) 19,925 – 925,224 1,08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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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94,402 131,900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存於銀行的短期存款 (107,611) (39,442)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6,548) (6,149)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9,009) (4,65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8,227) (851)
提取存於銀行之短期存款 234,008 113,883
贖回可供出售投資所得款項 2,55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92 183
已收利息 1,277 2,296

106,532 65,266

融資活動所耗之淨額
已付股息 (112,370) (25,157)
償還銀行貸款 (23,312) (13,170)
已籌集新銀行貸款 17,050 –
已付利息 (368) (492)

(119,000) (38,81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81,934 158,347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424,879 208,304
外滙滙率變化的影響 (1,849) (1,819)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相當於銀行結存及現金 504,964 36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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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制基準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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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財務工具以

公平值計量。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

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若干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

報之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之日提早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

訂或經修訂準則或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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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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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主要業務為生產家庭電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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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人士以供其在該等營運分

部之資源分配及評核分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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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歐洲 美洲 亞洲 其他地區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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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營業額（附註a） 347,982 168,297 165,722 14,648 696,649

分部溢利 32,316 15,629 15,390 1,361 64,696

其他盈利及虧損 

（外滙虧損淨額除外） 114

折舊（模具除外） (29,394)

銀行貸款之財務成本 (368)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之盈利 600

未分配收益及開支淨額（附註b） 4,322

除稅前溢利 3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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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 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歐洲 美洲 亞洲 其他地區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營業額（附註a） 428,623 200,952 197,304 20,337 847,216

分部溢利 24,854 11,653 11,441 1,179 49,127

其他盈利及虧損 

（外滙虧損淨額除外） (126)

折舊（模具除外） (33,143)

銀行貸款之財務成本 (492)

未分配收益及開支淨額（附註b） (3,576)

除稅前溢利 1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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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中央行政費用及董事薪金。

分部溢利指各分部賺取之溢利，當中並未分配其他收益、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薪

金、其他盈利及虧損（外滙虧損淨額除外）、折舊（模具除外）、投資物業之公平值

變動所產生之盈利及銀行貸款之財務成本。此乃向本集團主要決策人士呈報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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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稅項：

香港 3,223 202

中國企業所得稅 2,105 2,545

5,328 2,747

遞延稅項扣除 84 213

5,412 2,960

5. 本期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已（計入）扣除：

銀行存款利息 (1,146) (2,141)

可供出售投資利息 (131) (155)

(1,277) (2,29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所產的（盈利）虧損淨額 (300) 126

贖回可供出售投資的累計虧損由其他 

全面收益重新分類到損益內 5 –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344 35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579 35,193

外滙虧損淨額 400 6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盈利 (13) (183)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除 416 126

遞延收入攤銷 (9,6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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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而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盈利 

（本期間可分配給本公司擁有人之溢利） 34,558 8,830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數 股數

千 千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數 335,433 33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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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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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期間已確認派發之股息

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每股5.5港仙（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每股7.5港仙） 18,449 25,157

二零一六年特別股息每股28港仙 

（二零一五：無） 93,921 –

112,370 25,157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後，董事會決定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六日派發本財政年度中期股

息每股2.0港仙（二零一五年：每股1.5港仙）予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之股東。中期股息之總額約為670萬9千港元（二零一五年：503萬2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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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乃基於同類物業於市場最近成交價

格之市場比較方法而確定。由此產生之60萬港元（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投

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已確認並列入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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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萬6千港元（二零一五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11萬6千港元）。購置主要包括151萬港元於廠房及機器（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62萬3千港元）、106萬港元於汽車（二零一五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3萬5千港元）及167萬9千港元於傢俱、裝置及設備（二零一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1萬2千港元）。於這兩個期間並沒有出售重要物業、廠

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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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供出售投資

可供出售投資是指投資於非上市投資基金，非上市債務證券及上市債務證劵。這

些投資於每個報告期末按公平值入賬。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呈報期終持有542萬2千港元被分類為流動資

產之可供出售投資，於12個月內到期及可贖回（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353萬

8千港元）。

11.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指可由董事決定出售之非上市投資基金。於二

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有意持有該等投資由報告期間末起不少於來年十二個

月，故該等投資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上述金融工具於每個呈報期終以公平值計量。

12.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設立明確信貸期至90日予其貿易客戶。以下為應收貿易賬款以發票日期為

基礎之賬齡分析，此大約為該營業額確認日期：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日 295,576 283,211

91 – 120日 19,213 17,518

超過120日 2,623 –

317,412 3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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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日 215,454 169,911

91 – 120日 21,504 27,397

超過120日 7,225 3,409

244,183 200,71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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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600,000,000 6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335,432,520 3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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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本承擔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簽約之資本承擔但並未於簡明 

綜合財務報告表內提供涉及：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8,853 838

16. 與有關連人士之交易

a) 本集團已付或應付租金開支予下列有關連人士：

截止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直接控股公司
亞倫投資有限公司 450 450

同系附屬公司
儲鎮有限公司 102 102

海暉有限公司 492 492

b) 於本中期期間，已付予董事之酬金為854萬2千港元（截至二零一五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653萬9千港元），除本公司之董事外，並沒有其他主要管理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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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財務資產之公平值乃按經常基準以公平值計量

於各呈報告期終，本集團若干財務資產按公平值計量。下表列示如何釐定該等財

務資產公平值之資料（特別是所用的估值方法及輸入數據），以及公平值計量所屬

公平值架構級別（第一至第三級），根據公平值計量輸入資料之可觀察程度分類。

• 第一級公平值計量乃根據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計

算所得；

•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乃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產生自價格）使用除第一級所

列報價以外和有關資產和負債之可觀察輸入數據得出；及

•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乃計入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無法觀察輸入數據）之

資產或負債之估值方法得出。

金融資產 公平值 公平值級別
估值方法及
主要輸入數據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可供出售投資 投資於非上市投資基金 
1,192萬6千港元

投資於非上市投資基金 
1,135萬6千港元

第三級 投資基金的 
資產淨值 
（附註a）

可供出售投資 投資於非上市債務證券 
100萬2千港元

投資於非上市債務證券 
353萬8千港元

第三級 按貼現現金流量 
（附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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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 公平值 公平值級別
估值方法及
主要輸入數據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可供出售投資 投資於上市債務證券 
1,356萬9千港元

投資於上市債務證券 
467萬5千港元

第一級 於活躍市場 
所報買賣價

透過損益按公平 
值計算之財務 
資產

投資於非上市投資基金 
379萬5千港元

投資於非上市投資基金 
349萬5千港元

第三級 投資基金的 
資產淨值 
（附註a）

附註a: 用於決定投資基金的公平值的主要不可觀察的輸入數據值，是每投資基金單位的淨
資產值，每單位由112港元至76,915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由103港元至

74,017港元），由金融機構提供。

附註b: 主要不可觀察的輸入數據值，乃非上市債券到期預期收益率，並且反映了發行人的信
貸風險。非上市的債務證券的加權平均收益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的到期日為

9.39%（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5.51%）。

期內各公平值級別水平之間並無轉換。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攤銷成本入賬之其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

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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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產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對賬

可供出售投資

透過損益
按公平值計算
之財務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4,894 3,495
總盈利（虧損）：

– 於損益 (5) 300
– 於其他綜合收益 589 –

贖回所得款項 (2,550)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928 3,795

於本期間在損益中計入的盈利或虧損總額中，包括計入在本報告期末持有之透過

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30萬港元之盈利。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

產之公平值盈利或虧損計入「其他盈利及虧損」內。

有關在本中期期末仍持有之非上市投資基金及債務證劵呈列為可供出售投資及其

變動於「投資重估儲備」。其58萬9千港元盈利於本中期期間已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公平值計量及估值過程

本公司董事會已參考相對金融機構提供的價格以確定非上市投資基金及非上市債

務證券的公平值。

於評估資產或負債之公平值時，本集團會盡可能地採用可觀察的市場數據。倘無

第一級輸入數據時，本集團會尋找相對金融機構提供其他資料。本集團與相對金

融機構密切合作以獲得最新數據。本公司財務董事於每個季度向本公司董事會滙

報調查結果，以說明資產及負債公平值波動之原因。

確定不同的財務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所使用的估值方法及輸入數據的有關信息已

於上文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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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銷售營業額減少18%至6億9,664萬9千

港元（二零一五年：8億4,721萬6千港元）及綜合純利增加291%至3,455萬8千港元（二零

一五年：883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每股基本盈利為

10.3港仙（二零一五年：2.63港仙）。董事會已議決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六日向於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之登記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2.0港仙（二零一五年：1.5港仙）。

業務回顧

本集團從事設計及製造多種家庭電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營業額減少18%至6億9,664萬9千港元。環球

市場需求繼續疲弱。歐洲銷售營業額減少19%至3億4,798萬2千港元，佔本集團銷售營業

額50%。美洲銷售營業額減少16%至1億6,829萬7千港元，佔本集團銷售營業額24%。亞

洲銷售營業額減少16%至1億6,572萬2千港元，佔本集團銷售營業額24%。其他市場銷售

營業額減少28%至1,464萬8千港元，佔本集團銷售營業額2%。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增加11%至1億91萬8千港元（二零一五年：

9,089萬5千港元）。毛利率由10.7%上升至14.5%。毛利率的改善主要是由於原材料成本

的穩定及人民幣貶值。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增加至1,410萬港元（二零一五年: 554

萬5千港元）。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出售及回租安排位於香港英皇道1067號仁孚工業

大廈12樓的主要辦公室，遞延收入攤銷所產生的962萬6千港元而引起。由於該物業的出

售價格高於其公平值，超出的公平值會於租賃期三年內遞延及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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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對各營運範疇實施嚴格成本監控措施。銷售及分銷成本減少22%至1,290萬

2千港元（二零一五年：1,663萬1千港元）。銷售及分銷成本佔銷售營業額之百分比由去

年同期之2.0%輕微下降至1.9%。行政開支減少7.3%至6,187萬港元（二零一五年：6,677

萬8千港元）。行政開支佔銷售營業額之百分比由去年同期之7.9%增加至8.9%。

位於香港灣仔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重估值為2億4,260萬港元（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2億4,200萬港元），從而導致公平值於報告所述期間增加60萬港元。

去年同期，上述物業的公平值沒有改變。

純利上升291%至3,455萬8千港元（二零一五年：883萬港元）。純利率與去年同期比較由

1.0%上升至5.0%。

展望

展望未來，全球營商環境將極為不可預測及極具挑戰性。受到最近美國總統大選所引起

的衝激，預期的利率上升、人民幣貶值、英國脫歐以及其他歐洲聯盟國家亦可能跟隨英

國的決定而退出歐洲聯盟等因素，所產生的互相影響，仍有待觀察。

我們將繼續把重點放在嚴格成本監控和支出控制、高質量產品及生產效率。在監控原材

料成本上，我們仍保持警惕，就最近過去的一個月內，我們已經注意到有上升的趨勢。

本集團將繼續投入資金於工程和研究發展，提高能力，以獨特和創新的產品平臺，為我

們的客戶提供全面項目管理。此外，我們還致力尋找新的商業機會，為本集團股東創造

更大價值。

我們深明面對極為動盪和具挑戰性的營商環境。然而，憑籍我們審慎務實的經營方針、

財政實力和承諾創先爭優，我們將努力和審慎向前邁進，以渡過當前困難境況，為本集

團之股東、僱員及業務夥伴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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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16億6,261萬6千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16億9,418萬6千港元），資金來源包括流動負債4億8,907萬5千港元（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4億2,406萬3千港元）、長期負債及遞延稅項8,418萬5千港元（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9,628萬9千港元）及股東權益10億8,935萬6千港元（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11億7,383萬4千港元）。

本集團持續保持雄厚及穩健之資產及流動資金狀況。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

持有現金及銀行存款6億8,429萬9千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7億3,061萬1千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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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短期存款戶口。同日，借貸總額為5,094萬3千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5,720萬5

千港元），而資產負債比率（即借貸對股東權益之比率）為4.7%（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4.9%）。

本集團繼續對營運資金周期實施嚴格監控。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存貨結餘為9,092

萬8千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7,458萬9千港元）。存貨周轉率從24天增加至25

天。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結餘3億1,741萬2千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3億72萬9千港元）。應收貿易賬款周轉率從70天增加至83天。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結餘2億4,418萬3千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億71

萬7千港元）。應付貿易賬款用轉率從53天增加至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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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約665萬6千港元（二零一五年：

911萬6千港元）於物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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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投資乃內部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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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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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3,800名僱員（二零一五年：4,600）。大部分僱

員於國內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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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會視乎個人表現及於達致若干指定目標而向僱員授予購

股權。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假設或視為擁有之權

益或淡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

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規定須通知本公司及

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所持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總數

佔公司
已發行股份之
概約百分比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張倫先生 全權信託之成立人 – 149,049,960 
（附註）

149,049,960 44.44%

張樹穩先生 實益擁有人 49,675,335

信託受益人 149,049,960 
（附註）

198,725,295 59.24%

張麗珍女士 實益擁有人 600,000

信託受益人 149,049,960 
（附註）

149,649,960 44.61%



25 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所持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總數

佔公司
已發行股份之
概約百分比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張麗斯女士 實益擁有人 1,258,000

信託受益人 149,049,960 
（附註）

150,307,960 44.81%

張樹生博士 實益擁有人 900,000

信託受益人 149,049,960 
（附註）

149,949,960 44.70%

張培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 1,000,000 0.30%

附註：

上述所提及之149,049,960股本公司股份，實指同一股份權益。其中134,821,960股股份由亞倫投資有

限公司（「亞倫投資」）持有，7,658,000股股份由啟卓投資有限公司（「啟卓投資」）持有及6,570,000

股股份由Unison Associates Limited（「UAL」）持有。亞倫投資之89%權益及啟卓投資之100%權益

由UAL擁有。張倫先生是The Cheung Lun Family Trust（「Trust」）之財產授予人。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以Trust之信託人身份持有100%之UAL股權，Trust之可能受益人中有張樹穩先生、張麗珍女

士、張麗斯女士及張樹生博士。

除以上所披露外，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其聯繫人士，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

日，沒有於本公司或其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或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例所述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之規定須通知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假設或視為擁有

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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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主要股東就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

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

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的登記冊內或已知會本公司的權益或淡倉

之股東（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普通股股份
佔股權之

概約百分比

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 信託人 149,049,960 44.44%

Unison Associates Limited 所控制之公司持有 142,479,960 42.48%

實益擁有人 6,570,000 1.96%

亞倫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34,821,960 40.19%

Webb, David Michael 實益擁有人 10,777,000 3.21%

所控制之公司持有 26,007,000

（附註）

7.75%

Preferable Situation  

Asse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6,007,000 7.75%

附註：

上述所提及的26,007,000股股份由Webb, David Michael先生全權控制之Preferable Situation Assets 

Limited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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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除外）曾知會本公司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

司披露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

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八日（「採納日期」），本公司當時之股東通過一項決議案，以採納本

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將由採納日期起計十年期內有效。於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止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時送達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合

和中心二十二樓），方符合資格享有上述中期股息。

購買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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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資料更新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本公司2015/2016年年報日期後的董事資料變動載列如

下：

張樹生博士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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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遵守之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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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本條守則條文，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須予重選）。

現時，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無指定任期。然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條文，所有獨

立非執行董事均須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接受重新選舉，而彼等之任期

將於彼等到期重選時予以審議。據此，董事會認為其已採取充分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

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企業管治守則內所載者。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

根據本條守則條文，每名董事（包括獲指定任期者）均應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三分之一董事須於每年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以及本公

司之主席及╱或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因此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之規

定。偏離之原因為本公司董事不認為有關董事服務之條款限制屬合適，而輪值告退已授

予本公司股東批准董事連任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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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5.1條

根據本守則條文，公司應設立提名委員會。

現時，本公司並無提名委員會，而董事會將於有需要時物色合適之合資格人士成為董事

會之成員。董事會將謹慎考慮候選人之經驗、資格及其他相關因素以決定其是否適合擔

任董事職務。所有候選人亦必須符合上市規則第3.08及3.09條所載之標準。將獲委任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候選人亦須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之獨立準則。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6.7條

根據本條守則條文，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對本公司

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

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孝春博士及盧寵茂教授因有其他公務，並未出席本公司於二零

一六年八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本條守則條文，董事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主席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除非有未能預料或特殊情況阻止主席出席本公司日後之股東週年大會，否則主

席們將盡力出席該等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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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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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及會計師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現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致謝

本人擬藉此機會謹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之僱員、股東及業務聯繫人士對本集團作出之貢

獻及支持致以深切之謝意。

承董事會命

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張麗斯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本中期報告亦可透過互聯網登入本公司之網址http://www.allan.com.hk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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