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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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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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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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 4 87,292 102,974
銷售成本及直接成本 (28,908) (38,823)
毛利 58,384 64,151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6,668) 172
分銷成本 (51,356) (49,592)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23,697) (29,159)
經營虧損 (23,337) (14,428)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淨額 9 -                  30                   
融資成本 5(a) (1,066) (1,242)
除稅前虧損 5 (24,403) (15,640)
所得稅(費用)/抵免 6 (29) 239
本期間虧損 (24,432) (15,401)

歸屬：

本公司權益股東 (23,890) (14,720)
非控股權益 (542) (681)
本期間虧損 (24,432) (15,401)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14.4 仙)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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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間虧損 (24,432) (15,401)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稅項及重新分類調整)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20,324) (2,55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20,324) (2,55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4,756) (17,956)

歸屬：

本公司權益股東 (43,441) (17,534)
非控股權益 (1,315) (42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4,756) (17,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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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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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59,365 186,806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59,889 53,042

219,254 239,848
無形資產 133,442 133,442
租金按金 5,399 4,415
遞延稅項資產 135                 281

358,230 377,986

流動資產

作買賣用途之證券 12,818            17,119
存貨 44,538 38,91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40,273 41,801
本期可退回稅項 240 3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5,783 132,788

203,652 230,942
流動負債

銀行透支 272 7,04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同負債 11 36,607 36,904
租賃負債 24,744 26,657            
應付股息 7 8,293 -                  
本期應付稅項 241 319                 

70,157 70,929
流動資產淨值 133,495 160,01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91,725 537,999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6,237 29,325            
遞延稅項負債 867 1,004

37,104 30,329

資產淨值 454,621 507,67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83,909 383,909
儲備 63,355 115,089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447,264 498,998
非控股權益 7,357 8,672
權益總額 454,621 50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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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除另有所指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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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期財務業績於二零二二年十一月二十九日獲授權發佈。 

  
 除依據預期於二零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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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已採納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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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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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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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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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二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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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透過按業務線組成分部管理業務。按與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

現評估的內部匯報資料一致方式，本集團已呈報下列四個報告分部。本集團並無將經營分部合

併，以組成以下的報告分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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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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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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分部間撤銷前的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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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取得有關本集團呈報分部的資料(以供其進行資源分配及分

部表現評估)，詳情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曰止六

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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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28 74,862 8,638 8,808 15,553 16,455 2,273 2,849 87,292 102,974

分部間收入 -              -               536             2,127           5 80 1,212 1,212 1,753 3,419

須呈報分部收入 60,828 74,862 9,174 10,935 15,558 16,535 3,485 4,061 89,045 106,393

須呈報分部之(虧損)/溢利

 （調整扣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非流動資產

    減值虧損前盈利） (2,763) (3,108) 3,762 2,526 4,375 3,416 2,980 2,712 8,354 5,546

於九月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須呈報之分部資產 525,412 498,612 146,305 140,228 14,390 14,190 172,592 199,729 858,699 852,759

須呈報之分部負債 477,753 455,622 11,949 11,522 4,331 4,336 13,536 16,223 507,569 487,703

銷售成衣 特許商標 印刷及相關服務 總額物業租賃

 
 
 (b) 須呈報分部損益之對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須呈報分部之溢利 8,354 5,546
分部間溢利之撤銷 (1,384) (1,912)
來自集團以外客戶的須呈報分部之溢利 6,970 3,634
其他收益淨額 60 94
折舊 (19,386) (17,060)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淨額 -                  30
融資成本 (1,066) (1,242)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費用 (10,981) (1,096)
除稅前綜合虧損 (24,403) (1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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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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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810,000元(截至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171,540,000元)，以及須呈報分部虧損4,077,000元(截至二零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須呈報分部溢利23,8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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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透支利息支出 -                  105
租賃負債利息 1,066 1,137

1,066 1,242

(b) 其他項目

折舊

 - 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2,472 2,080
 - 使用權資產 16,914 14,980
存貨撇減撥回淨額 (9,376) (3,665)
匯兌虧損淨額 11,372 635
作買賣用途之證券產生的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 (35) (15)
政府補助收入(註) (3,874)             -                  
利息收入 (386) (90)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成功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設立的防疫

抗疫基金中的「保就業」計劃。該等資助目的是為企業提供財務支援，以保留可能會被遣散

的僱員，或在疫情許可的情況下業務復甦時增聘員工。根據「保就業」計劃條款，本集團必

須在補助期間不得裁員，並將所有資助款項用於支付僱員薪金。 
 
6. 所得稅(費用)/抵免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所得稅(費用)/抵免為：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186) (237)
本期稅項 - 香港以外地區 173                 (19)                  
遞延稅項 (16) 495

(29) 239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利得稅之撥備將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二零二一年：16.5%）計算。 
  
 香港以外地區附屬公司之稅項則以相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本期間本集團在英國業務企業稅率為19%（二零二一年：19%）。 
  
 本期間適用於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業務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5%（二零二一 年：25%）。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稅法下，外國投資者獲宣派的股息會被徵收10%預扣稅。然而，須徵收

10%預扣稅的股息，僅為來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財政期間溢利的股息。倘中國與外國投資者所在
司法權區之間訂有稅務優惠協議，則可按較低預扣稅率繳稅。根據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雙重徵稅安排，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所支付的任何股息按5%的預扣稅率繳付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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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a) 應付權益股東之中期股息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於中期後宣派之中期股息普通股
  每股0仙(二零二一零年：10.0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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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建議分派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為普通股

每股5.0仙，合計為8,293,000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在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中獲股東批
准。該股息已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七日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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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是按照本期間之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23,890,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 14,720,000元）及已發行165,864,000（二零二一年：165,864,000）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具有潛在攤薄能力的普通

股。故此，每股基本虧損與每股攤薄虧損相同。 
 
9. 投資物業 
  
 董事認為無必要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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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相對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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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以現金代價52,000,000元出售一項位於香港的投資物業，
扣除費用520,000元後，錄得出售收益淨額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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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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 14,406 12,180
一個月以上但二個月以內 2,558 3,263
二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926 1,013
三個月以上但十二個月以內 1,387 656
超過十二個月 4 -                  
應收賬款，已扣除虧損撥備 19,281 17,112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19,835 23,381
僱員退休福利 1,157 1,308

40,273 41,801
 

 
 個别信貸評估按所有需提供超越若干信貸的客户進行。應收賬款在發票日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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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一個月內 9,135 7,778
一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2,794 2,569
三個月以上但六個月以內 34 166
超過六個月 245 48
應付賬款 12,208 10,561
其他應付款及應付費用 23,700 25,745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56 117                 

36,064 36,423

合同負債

預收貨款 543 481
36,607 36,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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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10.0港仙）。 
 
業務回顧及前景 
 
本集團期內收入下降15.2%至87,29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02,974,000港元），主因由於本集團主要業務
市場香港及中國內地的零售銷售持續疲弱。由於持續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旅行限制，以及其他宏觀因素，包

括加息以抑制通脹、經濟不確定性和潛在的衰退風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零售市場仍然疲弱。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底，本集團的分銷網絡包括84個銷售點（香港34個、澳門4個、中國內地42個及台灣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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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Ashworth」的全球知識產權。「Ashworth」在此期間簽訂多項許可協議。
「Guy Laroche」在歐洲受到美元兌歐元升值、通貨膨脹以及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導致其他負面因素的較
大影響，但能夠通過大幅削減營運費用實現微薄的利潤。因此，商標許可總收入減少至8,638,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8,808,000港元）。 
 
安全印刷的總收入下降5.4%至15,55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6,455,000港元）。 
 
來自外界的總租金收入減少至2,27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849,000港元）。本集團已於去年出售在香港
的所有持作出租的工業物業。其餘物業包括一幢位於倫敦的持作出租的辦公樓和本集團的安全印刷部門佔

用的位於香港一幢工業大廈。倫敦辦公樓的裝修工程已完成。期末後，本集團可租出倫敦辦公樓的所有空

置樓層。 
 

 
整體毛利率上升至66.9%（二零二一年：62.3%）。我們已對折扣及促銷政策作出輕微調整，以符合客戶在
最新市場情況下的期望。本集團經營虧損由去年同期的14,428,000港元增加至23,337,000港元。主要是由於
美元兌人民幣、歐元和英鎊等主要貨幣升值導致匯兌損失淨額11,37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635,000港元）。
過去數月，我們收到香港及澳門兩地政府3,87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無）的資助。 
 
鑑於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帶來的不確定性，管理層仍預計下半年的經營環境將充滿挑

戰。 因此，通過嚴格的成本控制和健全的營運資金紀律，現金管理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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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存款（扣除銀行透支）為105,51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125,739,000港元），並持有公允價值為12,81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7,119,000
港元）作買賣用途之證券。 
 
期內，本集團斥資約3,20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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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2,000
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資產淨值為454,62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07,670,000
港元）。 本集團於期末的資本負債比率為0.137（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126），乃按總借貸272,000
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7,049,000港元）及租賃負債60,98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5,982,000港元）及股東權益447,264,000港元計算（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98,9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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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投機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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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及人民幣列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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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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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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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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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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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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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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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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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伂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為陳永燊先生、周陳淑玲女士、傅承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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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