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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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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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GM貿易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75）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YGM貿易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如下。中期業績尚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損益表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 4 102,974 90,386
銷售成本及直接成本 (38,823) (45,955)
毛利 64,151 44,431
其他收入淨額 172 15,110
分銷成本 (49,592) (42,102)
行政費用 (26,805) (30,222)
其他經營費用 (2,354) (2,422)
經營虧損 (14,428) (15,205)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淨額 9(a) 30                   -                  
融資成本 5(a) (1,242) (1,570)
除稅前虧損 5 (15,640) (16,775)
所得稅 6 239 (713)
本期間虧損 (15,401) (17,488)

歸屬：

本公司權益股東 (14,720) (16,568)
非控股權益 (681) (920)
本期間虧損 (15,401) (17,488)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8.9 仙) (10.0 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本期間股息的詳情載於附註第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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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元 千元

本期間虧損 (15,401) (17,48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稅後及重新分類調整)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換算香港以外地區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2,555) 3,05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2,555) 3,05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7,956) (14,432)

歸屬：

本公司權益股東 (17,534) (13,512)
非控股權益 (422) (920)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7,956) (14,432)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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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 177,565 265,024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55,760 48,532

233,325 313,556
無形資產 133,442 133,442
租金按金 3,886 7,950
遞延稅項資產 274 243

370,927 455,191

流動資產

作買賣用途之證券 17,101            16,475
存貨 38,998 35,443
持作出售投資物業 9(b) 32,100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46,046 40,476
本期可退回稅項 496 65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7,118 142,423

291,859 235,471
流動負債

銀行透支 8,029 8,86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同負債 11 43,570 37,579
租賃負債 35,499 39,766            
應付股息 7 16,586 -                  
本期應付稅項 797 602                 
撥備 12 9,570 9,570              

114,051 96,381
流動資產淨值 177,808 139,09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48,735 594,28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3,673 33,990            
遞延稅項負債 900 1,363

34,573 35,353

資產淨值 514,162 558,92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83,909 383,909
儲備 120,857 154,97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504,766 538,886
非控股權益 9,396 20,042
權益總額 514,162 55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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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除另有所指外，均以港元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業績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中適用的披露規定編製，

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發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

本中期財務業績於二零二一年十一月二十九日獲授權發佈。 
  
 除依據預期於二零二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本中期

業績已採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該等

會計政策變動詳情列載於附註第2項。 
  
 本中期財務業績的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要求管理層須就影響政策應用和呈報資產、負債、

收入及支出的數額作出至目前為止的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數額。 
  
 本中期財務業績包括於二零二一年九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綜合損

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所選取的附註解釋。該等附註包括解釋各項事件及交易對了解自

二零二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發表後本集團之財務狀況及表現之變動尤為重

要。本中期財務業績並不包括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要求而編製的完整財務

報表的所有資料。 
  
 本中期財務業績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中期財務業績內所載有關截至二零二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年度的財務資料乃為比較資料，並不

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年度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該等資料乃摘錄自該財務報表。按照香港公司

條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436條，依據法定財務報表披露有關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至二零二一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該等本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

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在不對其報告出具保留意見之情况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

任何事項；亦不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407(2)或(3)條作出的陳述。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發布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於本集團現行會計期間首次採納。該等發展

對本集團所編製或呈列於本中期財務報告的本期或前期業績及財務狀況概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在現行會計期間採納任何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按業務線組成分部來管理其業務。本集團以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為

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一致的方式呈列以下四個須呈報分部。本集團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計以形成

下列須呈報分部： 
  
 - 銷售成衣：批發及零售成衣。 
 - 特許商標：有關專利權費收益的商標特許及管理。 
 - 印刷及相關服務：提供安全印刷服務及出售印刷產品。 
 - 物業租賃：出租物業產生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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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關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本期間，本集團提供予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和分部表現評估的須呈報分部資料

如下：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74,862 63,724 8,808 7,669 16,455 15,554 2,849 3,439 102,974 90,386

分部間收入 -              -               2,127          2,100           80 62 1,212 1,212 3,419 3,374

須呈報分部收入 74,862 63,724 10,935 9,769 16,535 15,616 4,061 4,651 106,393 93,760

須呈報分部之(虧損)/溢利

 （調整扣除利息、

     稅項、折舊及攤

    銷前的盈利） (3,108) (4,872) 2,526 626 3,416 4,537 2,712 320 5,546 611

於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須呈報分部資產 489,118 462,114 138,726 147,764 15,281 22,604 223,098 251,815 866,223 884,297

須呈報分部負債 457,549 448,649 11,326 19,726 5,556 7,166 19,295 14,653 493,726 490,194

銷售成衣 特許商標 印刷及相關服務 總額物業租賃

 
  用作計量在分部報告之溢利╱虧損是「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以及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前的

盈利」，而其中「利息」包括投資收益。為附合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以及非流動資產減值

虧損前的盈利，本集團之盈利╱ 虧損會就並無明確歸因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總公司或企業行

政成本，進一步調整。 
   
 (b) 須呈報分部損益之對賬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元 千元

須呈報分部經營溢利 5,546 611
分部間溢利之撤銷 (1,912) (1,400)
須呈報來自集團以外的客戶之分部溢利/(虧損) 3,634 (789)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94 (292)
折舊 (17,060) (17,146)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淨額 30 -                  
融資成本 (1,242) (1,570)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費用)/收入 (1,096) 3,022
除稅前綜合虧損 (15,640) (16,775)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營運的季節性因素 
  
 本集團成衣分部的平均銷售於下半年表現較佳，銷售額高於上半年，原因是節日期間產品需求增加。

因此，上半年所錄得的收入較低，該分部的分部業績亦較下半年遜色。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銷售成衣分部分別錄得須呈報分部收入171,540,000元(截至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159,741,000元)，以及錄得須呈報分部溢利23,835,000元(截至二零

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須呈報分部虧損33,1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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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透支利息支出 105 74
租賃負債利息 1,137 1,496

1,242 1,570

(b) 其他項目

折舊

 - 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2,080 1,829
 - 使用權資產 14,980 15,317
存貨撇減及虧損減回撥 (3,665) 5,813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635 (4,604)
作買賣用途之證券產生的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 (15) (36)
政府補助收入(註) -                  (10,120)
利息收入 (90) (32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已成功從香港政府設立的抗疫基金的就業

支持計劃中申請資助。資金的目的是為企業提供財務支持，以留住可能被裁員的員工。根據

補助金的條款，本集團被要求在補貼期間不進行裁員，並將所有資金用於支付員工工資。 
 
6. 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所得稅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237 549
本期稅項 - 香港以外地區 19                   -                  
遞延稅項 (495) 164

(239) 71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採用估計年度有效稅率16.5%（二零二零

年：16.5%）計算。 
  
 海外地區附屬公司之稅項則以估計年度有效稅率計算，即相關國家預期適用之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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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a) 應付權益股東之中期股息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元 千元

於中期後宣派之中期股息普通股

  每股10.0仙(二零二零年：無) 16,586            -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b) 上個財政年度之應付權益股東應佔股息，已於中期報告期間獲批准： 
   
  董事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建議分派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為普通股

每股10.0仙，合計為16,586,000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七日在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中獲股東批

准。該股息已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八日派付。 
   
  董事不建議分派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是按照本期間的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14,72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 16,568,000元）及已發行的加權平均股數165,864,000普通股（二零二零年：165,864,000
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沒有潛在攤薄的普通股。故此，每股基本虧

損與每股攤薄虧損相同。 
 
9. 投資物業 
  
 董事認為無必要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對本集團的投資物業作出專業評估。然而，董事考慮到於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相對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所作的專業評估並沒有重

大差別，因此，本期間並沒有已確認的估值收益或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出售本集團的投資物業如下︰ 
  
 (a) 本集團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以現金代價52,000,000元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售一項位於香港的投資

物業，此為工業物業，扣除相關費用520,000元後，錄得出售收益淨額30,000元。 
   
 (b) 本集團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九日與獨立第三方訂

立兩份買賣協議，以總現金代價45,865,000元出售若干位於香港的投資物業，此為工業物業，因

此，該等投資物業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投資物業。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已收到4,587,000元的按金，併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及合約負債。一項

交易已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完成，另一項交易預計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或之前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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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截至本報告期末日，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後淨額)根據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 13,130 12,315
一個月以上但二個月以內 1,333 1,408
二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455 1,003
三個月以上但十二個月以內 1,532 665
超過十二個月 4 -                  
應收賬款，已扣除虧損撥備 16,454 15,391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29,592 25,085

46,046 40,476
 

 
 個别信貸評估按所有需提供超越若干信貸的客户進行。該等應收款乃於發票日期後30至90日內到期。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同負債 
  
 截至本報告期末日，根據發票日期的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一個月內 10,595 5,259
一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2,184 1,728
三個月以上但六個月以內 778 275
超過六個月 4 102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3,561 7,364
其他應付款及應付費用 24,417 27,50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87 184                 

38,265 35,048

合同負債

預收貨款 5,305 2,531
43,570 3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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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撥備 
 

索賠撥備

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餘額 9,570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Aquascutum Holdings Limited予獨立第三方（「買方」）後，

澳門零售店的租賃協議（「租賃協議」）亦已轉讓予買方的一間附屬公司（「被告」）。截至二零二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澳門零售店的業主以普通訴訟的形式對被告及本集團的附屬公司（租賃協

議的擔保人）提起宣判訴訟，要求支付未付租金及其他費用。損害及損失的費用及賠償總額為9,857,060
澳門元（相等於9,570,000元）。由於該法庭程序的結果不確定，因此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作出了9,570,000元的索賠撥備。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向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截至二零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為普通股每股10.0港仙（二零二零年：無）。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四日或該日前後派發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

續，期間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業務回顧及前景 
 
本集團期內收入上升13.9％至102,97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90,386,000港元），主要歸因於集團核心業務

品牌服裝的批發和零售增長17.5%，與二零二零年一月下旬COVID-19大流行（「疫情大流行」）爆發後經濟

復甦相一致。中國內地營商環境有所改善。本集團旨在擴大我們在中國大陸的Ashworth業務。但由於疫情

大流行期間我們的管理人員在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往來出差受到限制，導致擴張速度低於預期。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底，本集團的分銷網絡包括87個銷售點（香港36個、澳門5個、中國內地40個及台灣6個）。

本集團將在店舖網絡擴展方面保持審慎。 
 
本集團擁有Guy Laroche的全球知識產權。Guy Laroche的歐洲業務深受疫情大流行之影響，商標許可總收

入為8,80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7,669,000港元），管理層在當地持續進行成本削減。 
 
安全印刷的總收入上升5.8%至16,45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5,554,000港元）。 
 
來自外界租戶的租金收入總額減少至2,84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3,439,000港元），因為此期間若干投資

物業空置。另一方面，以現金代價52,000,000港元出售一項位於香港九龍油塘的投資物業已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三日完成，並於扣除費用520,000港元後錄得30,000港元的出售收益淨額。集團已出售所有在香港

持作出租的工業物業，所得現金專用於集團一般營運，特別是Ashworth的擴張。餘下物業包括位於倫敦一

幢持作出租的寫字樓物業及位於香港一幢由本集團的安全印刷部門佔用的工業物業。本集團預計租金收入

將低於去年。 
 

 
整體毛利率提升至62.3%（二零二零年：49.2%）。在市場改善的情況下，我們調整了折扣和促銷政策，以

適應當地客戶的需求。由於毛利率改善及我們的持續成本控制措施，本集團的營運虧損由去年同期的

15,205,000港元改善至14,428,000港元。不過，今年我們不會得到香港政府的補貼，加上香港和中國大陸的

疫情大流行仍很嚴重，目前仍難以預測能否恢復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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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疫情大流行和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管理層仍預計下半年的經營環境充滿挑戰，故此，具備嚴格成本

控制和有效營運資金紀律的現金管理，對於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本集團的資金來自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銀行向其提供的銀行信貸。本集團在管理其所需資金方面仍維持

審慎的策略。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存款（扣除銀行透支）為149,08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133,559,000港元），並持有公允價值為17,10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6,475,000港元）作買賣用途之證券。 
 
期內，本集團斥資約2,842,000港元用作增置及重置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而去年同期則為246,000港

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資產淨值為514,16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558,928,000
港元）。 本集團於期末的資本負債比率為0.153（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0.153），乃按總借貸8,029,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8,864,000港元）及租賃負債69,17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73,756,000港元）及股東權益504,766,000港元的（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538,886,000港元）。本集團

之借貸主要按浮動息率計算。 
 
本集團在外匯風險管理方面維持審慎態度。本集團涉及之外幣風險主要來自收入及開支主要以美元、歐

元及人民幣列值。為管理外匯風險，非港幣資產儘量主要以當地貨幣債項來融資。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為390人，本集團一向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酬金，其中

包括醫療津貼及退休計劃供款，作為彼等所作貢獻之回報。此外，亦會視乎本集團之業績及個別員工之工

作表現而向合資格僱員發放酌情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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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依照上市規則第3.21 條成立審核委員會，旨在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該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認為，除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明確任期而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值告退及

重選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證券買賣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載列的規定準則。經過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董事已

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載列的規定準則及其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證券買賣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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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 業 績 公 佈 均 於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的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的 網 站

(www.ygmtrading.com)「業績公告」一欄內登載。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寄發

予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內登載。 
 
                                                                      承董事會命 
                                                                  YGM 貿易有限公司 
                                                                         主席 
                                                                        陳永燊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為陳永燊先生、周陳淑玲女士、傅承蔭先生、陳嘉然先生、陳永奎先生
及陳永棋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廷基先生、蘇漢章先生及李光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