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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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82）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天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連同截至2019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293,306 666,671

商品銷售成本 (224,591) (504,355)

毛利 68,715 162,316

其他收入 4 2,385 3,76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值收益 9 421 123
銷售及分銷成本 (5,162) (6,351)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56,336) (66,997)
財務成本 5 (4,455) (4,893)

除稅前溢利 5 5,568 87,963

所得稅開支 6 (12) (22,04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556 65,91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港仙 港仙
基本 8 0.90 10.63

攤薄 8 0.90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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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5,556 65,919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日後或會重列入損益之項目
合併匯兌差額 (11,496) 1,21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5,940) 67,131



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6月30日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4,895 621,02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9 29,262 28,419
遞延稅項資產 1,454 1,238

665,611 650,682

流動資產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9 123 –
存貨 77,857 83,88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41,216 153,365
可退回所得稅 32 3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4,716 85,567

343,944 322,84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94,670 211,596
應付所得稅 4,762 2,603
應付在建工程款項 12 19,566 35,642
計息借款 13 172,723 103,177
租賃負債 30,648 22,737

422,369 375,755

流動負債淨額 (78,425) (52,90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7,186 597,774

非流動負債
應付在建工程款項 12 8,027 12,280
租賃負債 49,720 39,754
遞延稅項負債 6,077 8,515

63,824 60,549

資產淨值 523,362 537,22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2,000 62,000
儲備 461,362 475,225

權益總額 523,362 53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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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呈列基準

天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7年4月26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
任公司，其股份於2018年3月8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
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
心B座13樓6室。

本公司的主營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為「本集團」）主要於香港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電子煙產品（「電子煙產品」）及醫療消耗品的製造及銷售
以及提供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而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按年初至今基準作出可影響政策
應用以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呈報金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該
等估計。

中期財務報表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2019年12月31日以來的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屬重
大的事項及交易的闡釋，因此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
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及詮釋的統稱）編製全套財務報表要求的所有資料。該等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2019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中期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允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
產按公允值計量除外），並以港元（「港元」）呈列。除另有指明者外，港元乃本公司的功能
貨幣，並調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78,425,000港元（2019年12月31
日：52,908,000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有未動用的銀行融資約204,121,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
237,51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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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管理層認為，考慮到本集團之已確認的金融機構信貸承擔及內部財務資源，本集團
有充足的營運資金，以滿足當前需求。因此，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倘本
集團無法持續經營，則須作出調整，以將資產價值減記至其可收回金額，並就可能產生的
任何進一步負債作出撥備。相關調整的影響並無反映在中期財務報表中。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2019年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採
納自本期間起生效的下列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經修訂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第8號之修訂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第9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管理層預
期於未來期間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發生重
大變更並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造成重大影響。

2.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被認定為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
策者」））報告之資料，主要集中於所交付商品的類別。在設定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時，主
要營運決策者並無將所識別之經營分部彙合。

具體而言，本集團的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如下：

1) 電子煙產品分部：製造及銷售電子煙產品；

2) 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分部：生產及銷售模具及塑膠製品；及

3) 醫療消耗品分部：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為製造及銷售醫療消耗品而
設立及從事的新業務分部。

分部收益及業績

分部收益指製造及銷售電子煙產品、模具及塑膠製品以及醫療消耗品所得收益。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的毛利減銷售及分銷成本，而並無分配其他收入、按公允值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值收益、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財務成本及所得稅開支。此乃就資源
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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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可報告及經營分部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電子煙產品
一體化注塑
解決方案 醫療消耗品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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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172,422 116,147 4,737 293,306

毛利 40,366 26,330 2,019 68,715

銷售及分銷成本 – (3,648) (1,514) (5,162)

分部業績 40,366 22,682 505 63,553

未分配收入及開支
其他收入 2,38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值收益 421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56,336)
財務成本 (4,455)

除稅前溢利 5,568

所得稅開支 (12)

期內溢利 5,556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467,453 199,218 – 666,671

毛利 119,190 43,126 – 162,316

銷售及分銷成本 – (6,351) – (6,351)

分部業績 119,190 36,775 – 155,965

未分配收入及開支
其他收入 3,76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值收益 123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66,997)
財務成本 (4,893)

除稅前溢利 87,963

所得稅開支 (22,044)

期內溢利 6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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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電子煙產品
一體化注塑
解決方案

醫療
消耗品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82,310 396,827 26,881 503,537 1,009,555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69,017 54,688 2,127 360,361 486,193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164 14,035 15,339 20,001 49,539

折舊 1,604 18,015 194 2,488 22,301

研發開支 3,211 4,743 1,213 – 9,167

於2019年12月31日（經審核）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110,933 427,708 – 434,888 973,529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60,339 57,984 – 317,981 436,304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2,922 89,338 – 56,714 148,974

折舊 3,769 29,530 – 5,261 38,5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 150 – – 151

存貨撇銷 – 1,525 – – 1,525

研發開支 2,460 4,821 – – 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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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監控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而言：

• 分部資產包括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存貨及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其他資產
均未分配至經營分部，因該等資產按集團基準管理；及

• 分部負債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及合約負債。其他負債均未分配至經營分部，因該等負
債按集團基準管理。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指定非流動資產」）地理位置的資料。指定非流
動資產的地理位置乃以資產的實際位置為依據。

指定非流動資產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865 5,151
中國 630,030 615,874

634,895 621,025

有關本集團外部客戶收益的資料乃按客戶的位置呈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美利堅合眾國 68,070 68,996
中國 70,271 138,143
英國 17,164 435,769
香港 10,688 16,828
荷蘭 123,674 3,803
其他 3,439 3,132

293,306 66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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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個別佔本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的實體的詳情如
下：

電子煙產品
一體化注塑
解決方案 醫療消耗品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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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客戶A及其聯屬公司 172,422 3,499 – 175,921
客戶B及其聯屬公司 – 39,650 – 39,650

172,422 43,149 – 215,571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客戶A及其聯屬公司 467,044 3,180 – 470,224
客戶C及其聯屬公司 – 84,099 – 84,099

467,044 87,279 – 554,323

3. 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銷售電子煙產品 172,422 467,453
銷售模具及塑膠製品 116,147 199,218
銷售醫療消耗品 4,737 –

293,306 666,67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是按固定價格計算並於某一時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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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85 348
匯兌收益淨額 – 1,121
政府補貼 179 –
租金及水電費退費收入 405 879
廢料銷售 689 610
雜項收入 927 807

2,385 3,765

5. 除稅前溢利

此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列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成本
計息借款利息 2,727 3,358
應付在建工程款項的利息 389 446
租賃負債利息 1,339 1,089

4,455 4,89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僱員福利開支 48,085 91,258
酌情花紅 – 9,456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2,354 10,033
股份酬金成本 1,179 –

51,618 110,747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224,591 504,355
折舊（計入「商品銷售成本」及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倘適用）） 22,301 18,108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470 (1,12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280
除僱員外的合資格參與者之股份酬金成本 198 –
研發開支 9,167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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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362 5,099
中國企業所得稅 – 28,485

2,362 33,584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變動 (988) (11,326)
已確認稅項虧損之免除 (1,362) (214)

(2,350) (11,540)

所得稅開支總額 12 22,044

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成立的本集團實體分別獲豁免支付所得稅。

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由本集團管
理層選出）的應課稅溢利須按利得稅兩級制納稅，即首2百萬港元應課稅溢利將按8.25%繳
稅，而2百萬港元以上的應課稅溢利將按16.5%繳稅。本集團其他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
公司的香港利得稅乃按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其各自估計應課稅溢利的
16.5%計算。

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實體須按25%的法定稅率繳
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7. 股息

經於2020年5月28日舉行的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決定自本公司的保留盈利中派付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合共約9,300,000港元（2018年12
月31日：18,600,000港元）。2019年股息已於2020年7月10日派發予本公司股東。

本公司董事會已決議不宣派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19年6月30日：
中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1.5港仙，合共約9,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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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556 65,919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20,000 620,00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0.90 10.63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基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經調整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假設所
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已轉換）。

於2020年5月13日，本公司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37,840,000份購股權而產生潛在攤薄普通
股。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556 65,919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20,000 620,000
被視為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的影響（附註） 110 –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20,110 620,000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0.90 10.63

附註：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假設已行使本公司授出
的第二批購股權，原因是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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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允值
非流動：
非上市投資－主要管理層保險合約 9(a) 29,262 28,419
流動：
並非指定為對沖工具的衍生工具－
 交叉貨幣掉期 9(b) 123 –

29,385 28,419

9(a) 非上市投資－主要管理層保險合約

主要管理層保險合約的公允值乃參考報告期末各保險合約的相關退保現金值釐定，乃主要
基於相關投資組合的表現以及保證最低退款額，每年介乎2%至3.9%之間（2019年12月31
日：每年介乎2%至3.9%之間）。

主要管理層保險合約的變動分析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報告期初 28,419 26,841
添加 732 731
於損益確認的公允值變動 298 847
匯兌差額 (187) –

於報告期末 29,262 28,419

主要管理層保險合約已用作質押作為本集團約23,549,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
31,070,000港元）的計息借款的抵押品。

9(b) 並非指定為對沖工具的衍生工具－交叉貨幣掉期

該等衍生工具指與銀行訂立的以歐元及人民幣兌換為美元的美元╱歐元遠期合約及美
元╱人民幣遠期合約，總金額為2,708,000美元（相當於約21,041,000港元），該等合約將
分別於2020年8月31日及2020年12月4日到期。本集團訂立該等衍生工具的目的在於降低
未來資本開支及經營融資所產生的貨幣風險。該等衍生工具不合資格進行對沖會計處理，
且相應的公允值變動已於損益確認。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交叉貨幣掉期公允值
變動的收益合共約123,000港元已計入損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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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應收第三方 92,154 125,345
虧損撥備 (4,507) (4,568)

10(a) 87,647 120,777

應收票據 10(b) 7,638 2,655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 350 391
保險預付款項 3,093 3,150
水電費預付款項 7,770 5,354
預付開支、其他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4,718 21,038

45,931 29,933

141,216 153,365

10(a) 來自第三方的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規定的簡化方法就預期信貸虧損作出撥備，該規定
允許對貿易應收款項使用整個存續期的預期虧損撥備。於2020年6月30日，虧損撥備約
4,507,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4,568,000港元）主要及具體是由於本集團為收回應付本
集團貿易債務而對其採取法律行動的客戶所致。

本集團於出具發票後向其客戶授出最高90日的信貸期。

按發票日期劃分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的賬齡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58,346 64,603
31至60日 17,874 47,555
61至90日 4,373 4,578
91至180日 2,933 2,600
180日以上 4,121 1,441

87,647 120,777

本集團並未就其貿易應收款項持有任何抵押品。貿易應收款項為不計息。

於2020年6月30日，約3,786,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4,234,000港元）的貿易應收款項
金額與保理安排有關。

10(b) 應收票據

應收票據以人民幣計值、免息、由中國的銀行擔保且於各報告期末起計六個月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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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應付第三方 11(a) 94,068 118,323

其他應付款項
合約負債 31,764 10,767
遞延政府補貼 2,679 565
應付股息 9,300 –
應付薪金 29,382 54,279
其他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27,477 27,662

100,602 93,273

194,670 211,596

11(a)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劃分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63,424 37,761
31至60日 12,191 47,219
61至90日 8,240 24,924
90日以上 10,213 8,419

94,068 118,323

貿易應付款項的信貸期不超過90日。

12. 應付在建工程款項

應付在建工程款項指就於中國建設製造廠應付施工人員的款項，支付條款乃無抵押、免息
且須自開建後於一至四年內償還。該等款項指於報告期末以實際利率4.75%（2019年12月
31日：4.75%）計值的發票額現值。

13. 計息借款

有抵押銀行借款須自開始起計七年內全部償還。於2020年6月30日，有抵押銀行借款按加
權平均實際年利率約3.87%（2019年12月31日：4.18%）計息。

於2020年6月30日，銀行借款乃由以下各項抵押：

(i) 賬面值淨額合共約259,341,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196,310,000港元）的樓宇及
有關預付土地租賃款的使用權資產；

(ii) 公允值約29,262,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28,419,000港元）的主要管理層保險合
約；

(iii) 約3,786,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4,234,000港元）與保理安排有關的貿易應收款
項；及╱或

(iv) 賬面淨值合共約8,273,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4,915,000港元）的若干機械及設
備。



16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於2020年上半年，本集團不可避免地受到中美貿易戰升級與新型冠狀病毒（「新冠
肺炎」）疫情於全球爆發的影響。疫情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於國家封鎖及停業）
對全球經濟造成影響。於這種不利的業務環境下，我們的產品需求有所下降。此
外，本集團已延遲或暫停部分已確認訂單產品的製造及交付。另一方面，本集團
預期對即棄口罩及其他醫療消耗品的需求在未來將維持高位，且已於成立並發展
醫療消耗品分部方面開啟新篇章。

本集團通過三個分部經營業務，包括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分部、電子煙產品分
部及醫療消耗品分部。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分部從事模具設計及製作服務以及
注塑組件設計及製造服務。電子煙產品分部從事以一間知名煙草集團擁有的品
牌製造及銷售電子煙產品。於2020年上半年，本集團亦通過以我們的自有品牌
「CAREWE」製造及銷售即棄口罩產品並從事醫療消耗品分部。本集團將我們的產
品分銷至國內市場及海外市場，包括歐洲、亞洲及美國。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總收益約為293.3百萬港元，較去年同
期減少約56.0%（2019年6月30日：666.7百萬港元）。本集團錄得毛利約68.7百
萬港元（2019年6月30日：162.3百萬港元），毛利率約23.4%（2019年6月30日：
24.3%）。

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溢利約5.6百萬港
元（2019年6月30日：65.9百萬港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約為
0.90港仙（2019年6月30日：10.63港仙）。

業務分部分析

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

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的收益主要來自(i)注塑模具的設計及製作；及(ii)藉
助內部或分包商製作的注塑模具進行注塑組件的設計及製造。

本集團能根據所需成型或定制注塑組件的設計、特點及規格特別設計及製作注塑
模具及其型腔。本集團有相關技術能力，所製作的模具能達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標準GB/T14486-2008－塑料模塑件尺寸公差》所界定的國家指引最高級精密
等級MT1精密等級。本集團藉助注塑工序及應用由本集團或（在少數情況下）外部
分包商所製作的注塑模具製造辦公傢俱、辦公用電子產品、家用電器、通訊產品
及汽車所需的注塑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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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煙產品的製造

本集團作為原始設備製造商（「OEM」）從事製造電子煙產品。有關電子煙產品包
括一次性電子煙、可注油電子煙、電池桿、霧化器、蒸汽煙及加熱煙裝置。

醫療消耗品的製造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7月7日的公告所披露，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透過使用本集團於惠州製造廠的潔淨廠房設施及購入即棄口罩生產機器，本集團
已設立口罩生產線。

位於惠州的潔淨廠房設施已取得獲美國國家環境平衡局認可的潔淨廠房標準
ISO14644-1:2015 Class 8認證。製造質量體系亦符合經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S.A.（「SGS」）認證的EN ISO13485:2016醫療器械－質量管理系統規
範。該生產線已於2020年第二季度設立及測試。口罩已經過測試，結果符合美國
的ASTM F2100 Level 2標準及歐洲的EN14683 Type II標準。本集團已完成生產試
營運，並於2020年7月開始投入口罩的大規模生產。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收益約為293.3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的約
666.7百萬港元減少約373.4百萬港元或約56.0%。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分部的收益約為116.1百萬港
元，佔總收益約39.6%及較2019年同期的分部收益約199.2百萬港元減少約83.1百
萬港元或約41.7%。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期內中美貿易戰下全球經濟形勢充滿不
確定性及新冠肺炎爆發的威脅導致若干產品的銷售訂單減少所致。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電子煙產品分部的收益約為172.4百萬港元，佔總
收益約58.8%及較2019年同期的分部收益約467.5百萬港元減少約295.1百萬港元
或約63.1%。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期內新產品推遲及電子煙產品訂單放緩所致。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醫療消耗品分部的收益約為4.7百萬港元，佔總收
益約1.6%。此為期內新成立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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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毛利約為68.7百萬港元（2019年6月30日：162.3百
萬港元），毛利率為23.4%（2019年6月30日：24.3%）。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的毛利約為26.3百萬港元
（2019年6月30日：43.1百萬港元），毛利率為22.7%（2019年6月30日：21.6%)。
毛利率上升主要是由於產品組合的變化，該組合中利潤率較高的產品提高了整體
毛利率。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電子煙產品的毛利約為40.4百萬港元（2019年6月
30日：119.2百萬港元），毛利率為23.4%（2019年6月30日：25.5%）。該減少主要
是由於銷量減少。生產固定間接費用降低了整體毛利率。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醫療消耗品的毛利約為2.0百萬港元（2019年6月30
日：零），毛利率為42.6%。

其他收入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約為2.4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的約
3.8百萬港元減少約1.4百萬港元或約36.8%。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期內匯兌收益及
租金及水電費退費收入減少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5.2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
的6.4百萬港元減少約1.2百萬港元或約18.8%。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期內銷量減少
所致。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約為56.3百萬港元，較2019
年同期的67.0百萬港元減少約10.7百萬港元或約16.0%。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員工
人數及向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發放績效獎金減少所致。

財務成本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財務成本約為4.5百萬港元，與截至2019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4.9百萬港元相若。

所得稅開支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得稅開支約為12,000港元，較2019年同期的
22.0百萬港元減少約22.0百萬港元或約100%。該減少主要是由於除稅前溢利大幅
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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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因上述原因，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溢利約為5.6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
期的約65.9百萬港元減少約60.3百萬港元或約91.5%。

未來計劃及前景

自2020年1月新冠肺炎爆發以來，市場上疫情防控用品供應商出現短缺。在此情
況下，本集團於期內設立了一條即棄口罩生產線。儘管香港市場對即棄口罩的需
求已得到緩解，但本集團未來有意拓展海外市場。同時，為豐富產品組合，本
集團亦開發了更多防護等級更高的即棄口罩產品，如防顆粒摺疊口罩－KN95和
FFP2。新產品防顆粒摺疊口罩－KN95已通過中國GB2626-2016標準規定及美國
ICS Laboratories頒發的NIOSH N95－認證前測試(NIOSH N95－Pre-Certification 
Test)。此外，防顆粒摺疊口罩－FFP2亦已通過EN 149:2001+A1:2009標準規
定，獲認證為FFP2呼吸器設備，並獲得SGS授予的CE標誌（通過Notified Body 
#0598）。新產品將於2020年下半年實現量產。此外，本集團已於2020年8月獲中
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正式授予有關醫療器械生產的醫療器械生產許可證。

2020年下半年，預期新冠肺炎及中美貿易戰將繼續為經營環境帶來不確定性，且
業務復甦將面臨嚴峻挑戰。本集團預期，由於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其產品需求
可能會受到影響。由於客戶與本集團製造廠之間的出行限制，產品開發的進程將
會延長。目前，本集團擁有充足的手頭現金，加之可動用的銀行融資，足以滿足
當前的業務需求。

展望未來，正在建設中的新廠房預期將於2021年1月竣工。作為本集團持續提升
產能的計劃，新廠房將進一步促進研發並為本集團提供空間，以安置更多配備高
度自動化機器的新產品生產線，從而可減少對人力的依賴，並提高未來產品的精
密度及產量。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通常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主要往來銀行提供的銀行融資為業務營運
提供資金。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124.7百萬港元
（2019年12月31日：85.6百萬港元）。於2020年6月30日，計息借款為172.7百萬港
元（2019年12月31日：103.2百萬港元），加權平均實際年利率約3.87%（2019年12
月31日：年利率為4.18%）。本集團於2020年6月30日的資產負債率按借款總額與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之比率計算為53.6%（2019年12月31日：39.8%）。於2020
年6月30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78.4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約
52.9百萬港元增加約25.5百萬港元。增加乃主要由於期內購置新機器及興建新廠
房而支銷部分經營所得現金流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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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
通過定期審核其外匯風險淨額來管理外匯風險，並通過訂立若干遠期貨幣合約以
降低匯率波動的影響。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以歐元及人民幣兌換為美元的
未結清遠期外匯合約為2,708,000美元（相當於約21,041,000港元）（2019年12月31
日：零）。本集團將繼續評估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適時採取措施。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關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
或出售事項。

或然負債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產生自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費用、佣金及其他上市
開支）為約77.6百萬港元。於2020年6月30日，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72.9百萬港
元。於2020年6月30日，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4.7百萬港元已存放於香港的持
牌銀行，並擬於2020年結清按計劃發出訂單採購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2月14日的
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的自動化聚酯纖維（「PET」）生產線
的剩餘款項。下表載列所得款項淨額用途概要：

計劃所得
款項用途

於2020年
6月30日
實際動用
的金額

於截至
2020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實際動用
的金額

於2020年
6月30日
尚未動用
的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用於本集團惠州新址二期的
 租賃物業裝修工程 3.0 3.0 – –
用於設備升級及產能擴充以及
 相關投資 69.8 65.1 – 4.7
用作營運資金 4.8 4.8 – –

總計 77.6 72.9 – 4.7

期後事件

於本公告日期，於2020年6月30日之後並無發生可能對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或未
來營運有重大影響的期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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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是根據僱員的表現、資歷及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向僱員發放薪
酬。僱員薪酬總額包括基本薪資、績效獎金及購股權。本集團的董事及高級管理
層以袍金、薪金、津貼、酌情花紅、購股權、定額供款計劃及其他實物利益（經
參考可資比較公司所支付的情況、時間投入及本集團表現）收取報酬。本集團亦
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為本集團提供服務或就本集團的營運履行彼等職能所產生的
必要及合理開支作出償付。本集團亦參考（其中包括）可資比較公司所支付薪酬及
報酬的市場水平、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各自的職責以及本集團的表現，定期檢討及
釐定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及報酬待遇（包括獎勵計劃）。

購股權計劃

於2019年5月28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獎勵對本
集團作出貢獻的經選定參與者。購股權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但不限於）僱
員、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股東、顧問及諮詢者。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以
下購股權：

承授人 授出日期 行使價

於2020年
1月1日
尚未行使
的購股權

期內授出
的購股權

期內
獲行使的
購股權

期內註銷╱
失效╱沒收
的購股權

於2020年
6月30日
尚未行使
的購股權

於2020年
6月30日
可予行使

（附註） （港元）

董事、主要行政
 人員及主要股東

陳燦林 2020年5月13日 0.355 – 620,000 – – 620,000 310,000

陳燕欣 2020年5月13日 0.355 – 6,200,000 – – 6,200,000 3,100,000

潘寶嫻 2020年5月13日 0.355 – 6,200,000 – – 6,200,000 3,100,000

洪俊良 2020年5月13日 0.355 – 500,000 – – 500,000 250,000

陳秉階 2020年5月13日 0.355 – 500,000 – – 500,000 250,000

鄭澤 2020年5月13日 0.355 – 620,000 – – 620,000 310,000

僱員及高級管理層 2020年5月13日 0.355 – 19,900,000 – – 19,900,000 9,950,000

其他 2020年5月13日 0.355 – 3,300,000 – – 3,300,000 1,650,000

– 37,840,000 – – 37,840,000 18,920,000

附註： 於2020年5月13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可認購37,840,000股普
通股的購股權。購股權的50%於授出日期可予行使及歸屬，而購股權的餘下50%將於
2021年5月13日至2030年5月12日歸屬及可予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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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大投資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其他公司股權的任何重大投
資。

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0月8日有關在惠州其餘土地區域建設新廠房的
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計劃進行重大投資或增加資本資產。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
其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措施

本公司承諾奉行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利益並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制
度。董事會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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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以確保以適當及審慎的方
式管制本公司的業務活動及決策流程。

陳燦林先生（「陳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儘管此情況與企業管
治守則A.2.1條守則條文所規定的該兩項職務不應由同一人士兼任相違背，但是，
由於陳先生於本公司的企業經營及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故董事會認為繼續
由陳先生擔任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符合本公司及全體股東的最佳利益，而彼
於領導董事會方面的經驗及能力將能夠令本公司在長期的發展中受益。從企業管
治的角度看，董事會的決策是通過共同表決的方式作出，故主席無法控制董事會
的決策。董事會認為，現行安排仍能保持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權力的平衡。董事
會應不時檢討其管理結構，以確保可在有需要時採取恰當的措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審核委員會

我們的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吳志偉先生、洪俊良先生及陳秉階先生。
吳志偉先生現時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及採用的會計準則及標準。



23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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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操守守則，原因是有關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因其職位或僱傭關係而可能持有關於本公司證券的內幕消息。

在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遵
守標準守則。此外，本公司並不知悉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內存在違反標準守則的情況。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19年6月30日：1.5
港仙）。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集團截至 2 0 2 0年 6月 3 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hktcgroup.com)可供查閱。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將適
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刊發。

承董事會命
天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燦林

香港，2020年8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燦林先生、潘寶嫻女士及陳燕欣女士；本
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志偉先生、洪俊良先生及陳秉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