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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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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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 COMMERCIAL HOLDINGS LIMITED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

營業收入 290,881 430,559 (32)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溢利 6,989 35,356 (8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0.94港仙 4.73港仙 (80)

已宣派之中期股息 – 40,046 不適用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財務狀況

總資產 741 870 (15)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權益 414 46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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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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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去年同期比較數字。該中期財務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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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收入 4 290,881 430,559

銷售成本 (195,950) (319,178)

毛利 94,931 111,381

其他收益 3,363 9,150

分銷成本 (43,581) (53,439)

行政費用 (33,215) (14,817)

其他收入，淨額 6,162 397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變動 – (6,74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3,175

財務成本 5(a) (3,572) (2,981)

除稅前溢利 5 24,088 56,121

所得稅 6 (17,099) (21,365)

本期溢利 6,989 34,756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6,989 35,356

非控股股東權益 – (600)

6,989 34,756

每股盈利 7

基本及攤薄（港仙） 0.94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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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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溢利 6,989 34,756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隨後將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換算匯兌差額 (21,886) 2,852

本期其他總全面（虧損）╱收益（扣除零稅項） (21,886) 2,852

本期總全面（虧損）╱收益 (14,897) 37,608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4,897) 38,208

非控股股東權益 – (600)

本期總全面（虧損）╱收益 (14,897) 3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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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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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機器及設備 89,375 102,113

投資物業 365,365 377,31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927 8,327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股權工具 2,355 2,350

遞延稅項資產 2,418 2,418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9 5,384 4,165

472,824 496,688

流動資產
存貨 109,475 93,21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9 56,479 72,316

證券買賣 13 2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02,074 207,641

268,041 373,19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82,644 93,565

合約負債 1,351 2,526

銀行貸款 134,880 172,480

租賃負債 24,232 29,127

即期應繳所得稅 15,708 14,505

258,815 312,203

流動資產淨額 9,226 60,98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2,050 55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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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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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收及預收之租賃按金 1,758 2,591

遞延稅項負債 24,788 29,115

租賃負債 41,975 57,497

68,521 89,203

資產淨額 413,529 468,47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149,424 149,424

儲備 264,110 319,053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總權益 413,534 468,477

非控股股東權益 (5) (5)

總權益 413,529 46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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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集團主要從事鐘錶貿易及物業租賃。

本公司為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Victoria Place, 5th Floor,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0, Bermuda及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39樓3901室。

除非另外說明，否則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以千港元（千港元）呈列及已於二零二二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董事會批准發佈。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16之適用披露要求的規定，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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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運用判斷、評估
及假設， 將可能影響按年度政策之應用、資產和負債、收入和支出之呈報數字。實際結果可
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
所使用之會計政策一致，惟附註3所載預期將於二零二三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之會計政策
變動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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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之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會計期間對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物業、機器及設備：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本，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有償合約－履行一份合
約的成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概念框架之提述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的年度
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修訂本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該等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4. 營業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部門劃分管理其業務。資料以與內部呈報方式一致之方式向本公司董事會（為主要
營運決策者）報告，目的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本集團呈報以下兩個可報告分部：(i)鐘錶
銷售，以及(ii)租賃物業。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計以構成此兩個可報告分部。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部間資源分配，主要營運決策者按以下基礎監控各可報告分部之業績、
資產及負債：

可報告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詳述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所賺取溢利╱（虧損），並未分配中央行政
成本及企業成本，其不能夠有意義地分配至獨立分部。此乃就分配資源至各分部及評估其
表現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計量。

營業收入及開支乃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之營業收入及開支（包括該等分部應佔之折舊或攤銷
資產所產生之開支）分配予報告分部。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外部收入的計量基準與簡明綜合損益表所採用者一致。

除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企業資產，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報告之分部。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部，除即期應繳所得稅、遞延稅項負債及不能歸屬於獨立分部
借貸及其他企業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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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將期內之營業收入、業績、資產及負債資料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租賃物業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確認收益之時間分析
於某時間點上 286,827 – 286,827 – 286,827
於一段時間內 – 3,890 3,890 164 4,054

對外收入（附註） 286,827 3,890 290,717 164 290,881

經營溢利╱（虧損） 41,255 (18,898) 22,357 (2,487) 19,870
利息收入 1,608 – 1,608 20 1,628
其他收入，淨額 5,787 – 5,787 375 6,162
財務成本 (3,362) – (3,362) (210) (3,572)

分部業績 45,288 (18,898) 26,390 (2,302) 24,088

所得稅費用 (17,099)

本期溢利 6,989

折舊及攤銷 (13,815) (133) (13,948) (4) (13,952)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分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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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租賃物業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343,770 369,748 713,518 17,002 730,52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927
遞延稅項資產 2,418

總資產 740,865

本報告期間非流動 

分部資產之增加 10,985 66 11,051 – 11,051

分部負債 257,338 23,696 281,034 5,806 286,840

即期應納所得稅 15,708
遞延稅項負債 24,788

總負債 32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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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租賃物業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確認收益之時間分析
於某時間點上 421,816 – 421,816 2,015 423,831

於一段時間內 – 6,638 6,638 90 6,728

對外收入（附註） 421,816 6,638 428,454 2,105 430,559

經營溢利╱（虧損） 57,503 (697) 56,806 (5,244) 51,562

利息收入 713 – 713 – 713

其他收入，淨額 10 – 10 387 39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 13,175 13,175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投資物業 

之公允值變動 – (6,745) (6,745) – (6,745)

財務成本 (2,822) – (2,822) (159) (2,981)

分部業績 55,404 (7,442) 47,962 8,159 56,121

所得稅費用 (21,365)

本期溢利 34,756

折舊及攤銷 (15,575) (400) (15,975) (110) (16,085)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分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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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鐘錶銷售 租賃物業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59,088 382,247 841,335 17,798 859,13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8,327

遞延稅項資產 2,418

總資產 869,878

本報告期間非流動 

分部資產之增加 61,162 15,659 76,821 528 77,349

分部負債 331,372 21,119 352,491 5,295 357,786

即期應納所得稅 14,505

遞延稅項負債 29,115

總負債 401,406



12

經營地區資料

以下為(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收入及(ii)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使用權資產、
投資物業及按金及預付款項之經營地區分析。客戶經營地區參考自提供服務或貨物遞送之
地點。非流動資產之經營地區乃基於資產之實際地點作考慮。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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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除外 285,799 420,345 82,991 90,657

香港（原居地） 4,584 9,525 254,235 257,681

英國 – – 103,928 115,042

瑞士 498 689 18,970 20,213

290,881 430,559 460,124 483,593

關於主要客戶資料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營業收入來自佔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之單一
外部客戶。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6,605,000港元之營業收入來自單一外部客戶，
其佔本集團總收入10%以上。該等營業收入來自鐘錶銷售分部的貢獻。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a) 財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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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822 1,060

租賃負債利息 1,750 1,921

非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所產生的利息支出總額 3,572 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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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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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滙兌虧損╱（收益）淨額 20,311 (243)

攤銷無形資產 – 1

折舊費用
－物業、機器及設備 1,334 2,151

－使用權資產 12,618 13,933

（撥回撇減）╱撇減存貨淨額 (1,983) 15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袍金及酬金 25,534 26,277

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 195,950 319,178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622) (71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3,175)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30) –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變動 – 6,745

6. 簡明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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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所得稅 21,426 21,365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4,327) –

17,099 21,365

香港附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率為16.5%（二零二一年：16.5%）。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報表中，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概因香港附屬公
司承前累計稅項虧損超逾估計應課稅溢利或香港附屬公司錄得的稅務虧損。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
期間的稅率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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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瑞士之附屬公司的瑞士利得稅率為16%（二零二一年：16%）。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並無瑞士之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沒有瑞士利
得稅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美利堅合眾國（「美國」）並無應課稅收入，因此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就美國所得稅撥備。

根據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規則及條例規定，本集團在這些司法管轄區不受到任何所得稅
管制。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6,98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5,356,000港元），
以及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747,123,000股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二零二一年：747,123,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期內並無具攤薄潛力之已發行普通股份，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8. 股息

(a) 就中期期間應付權益股東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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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期期間後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元 

（二零二一年：每股普通股0.0536港元） – 40,046

(b) 就上一個財政年度應付權益股東之股息，於中期期間已批准及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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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期期間已批准及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536港元 

（二零二一年：每股普通股零港元） 40,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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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
－第三方 30,991 25,234

－關連人士 5,514 5,287

36,505 30,521

其他應收賬款
－第三方 14,744 15,874

－關連人士 2,040 2,286
  

16,784 18,160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53,289 48,681

按金及預付款項 8,574 27,800

61,863 76,481

分析為：
非流動 5,384 4,165

流動 56,479 72,316

61,863 76,481

(a) 賬齡分析

本集團給予顧客由即期至180日之信貸期。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
備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90日 30,863 24,467

91至180日 18 1

181至365日 – 611

365日以上 5,624 5,442

36,505 3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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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第三方 1,979 5,432

－關連人士 106 –
  

2,085 5,43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5,706 24,473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負債 27,791 29,905

已收按金 2,341 4,115

預收租金 92 92

其他應付稅項 52,420 59,453

82,644 93,565

(a)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根據收到貨品之日期之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90日 525 1,535

91至180日 51 –

181至365日 – –

365日以上 1,509 3,897

2,085 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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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每股面值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法定股本：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0.2 2,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0.2 747,123 149,424

12. 資產抵押

本集團若干銀行信貸抵押資產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投資物業 339,878 35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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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

於報告日，本集團有以下尚未履行的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已訂約但未確認為負債的資本開支載列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   

物業、機器及設備 3,544 –

物業之建築工程 5,560 11,637

9,104 11,637

(b) 經營租賃承擔－作為出租人

有關租賃之應收未貼現租金付款載列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遲於一年 5,957 6,490

遲於一年及不遲於五年 10,586 13,365

16,543 19,855

14. 或然負債

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涉及任何訴訟、仲裁或索償，而就董事所知，亦
無董事認為屬於重大之尚未完結或面臨威脅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被針對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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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收入為291,000,000港元，相
較於去年同期的431,000,000港元下跌32%（二零二一年：下跌10%），主要由於在
二零二一年七月終止鐘錶批發業務，而期內鐘錶銷售額繼中國實施封城後有所下
跌。於本期間，香港及中國之銷售分別為5,000,000港元及286,000,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分別減少52%及32%。本期間的毛利率增加7%至33%，此乃由於提升擁有
較高毛利率的產品組合。

於本期間，分銷成本較去年同期的53,000,000港元減少17%至44,000,000港元。分
銷成本減少主要由於顧問費、攤銷費用、其他稅項費用、租金開支及員工成本有
所減少。

本期間的行政開支為33,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5,000,000港元增加120%。該
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於英國之投資物業以英鎊計值，而本期間受到英鎊貶值所影
響，導致錄得虧損約18,000,000港元。

由於銀行貸款利息增加，本期間財務成本略增至4,000,000港元。

本期間的其他收入為6,000,000港元，主要為本集團已收之政府資助。於去年同期，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甚微。

鑑於上文所述，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純利7,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純利
35,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結餘總額為102,000,000港元（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208,000,000港元）。現金結餘減少主要由於期內償還銀行借貸
及派付股息。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銀行借貸為135,0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為172,000,000港元）。銀行借貸由(i)投資物業抵押340,000,000港元；
(ii)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iii)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作為貸款借款人）欠集團公
司之次級應付款項；及(iv)若干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的分配作為抵押。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比率（以總借貸除以總權益）為33%（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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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貨幣為港元、人民幣及瑞士法郎。本集團對外匯風險實行監控，會
在必要及適當時運用金融工具對沖外匯風險。

展望

本集團目前於中國經營6間店舖。本集團期內仍將重點放在核心商店，並已精簡營
運成本，並將持續此一做法，旨在進一步提升每家商店的成本效益。儘管市場對
名貴手錶的需求依然強勁，惟上述店舖的未來業務前景仍取決於中國就COVID-19

疫情的管控情況。

除繼續作為本集團核心業務之「鐘錶銷售」分部外，本集團亦通過過往年度收購倫
敦西部兩處位置優越之物業，發展其「租賃物業」分部之業務。一處物業之裝修工
程已經完成，本集團現正評估當前市況，以落實符合股東最佳利益之策略。此外，
另一處物業按原訂時間表及預算繼續興建，進展良好。

本集團決心增強其財務實力及有信心改善其業務表現，並在未來的擴展中採取審
慎態度。

謹代表本集團，對各股東、客戶、供應商及聯繫人給予本集團的積極支持，致以
由衷謝意。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透過高質素的董事會、有效的內部監控對本公司全體股東之透明度及
問責性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惟下文所述對守則條文第C.2.1條至C.2.9條及第C.3.3條之偏離者以及下文披露的內
容除外：

就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至C.2.9條而言，自主席楊仁先生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四
日離世後，主席職位一直懸空。行政總裁之職能則由餘下之執行董事分擔。本公
司董事會整體及執行董事已履行主席的職責。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林金鳳
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主席。此後，
本公司已全面遵守守則條文第C.2.1條至C.2.9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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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及實施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之私人法案，百慕達
一九八九年公司法案（「一九八九年法案」）。根據一九八九年法案第3(e)條，擔任
執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的董事毋須根據公司細則在每次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

由於本公司受一九八九年法案之條文約束，現時無法修訂公司細則，以完全反映
守則之規定。故此，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
過一項特別決議案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從而令（其中包括），(i)每名本公司董
事（不包括擔任主席或董事總經理之董事）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ii)可於股東
大會上藉普通決議案而非特別決議案罷免董事；(iii)獲董事會委任填補臨時空缺
或作為董事會新增成員的董事，任期將直至下一屆股東大會為止，而非下一屆股
東週年大會。

為提升良好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主席將自願最少每三年一次於本公司之股東週
年大會上按照守則之規定退任董事職務，惟符合資格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守則條文第C.3.3條規定，董事應清楚地認識到適當委託安排。公司應該有正式的
董事委任函件載列其委任之主要條款及條件。除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委任紀華士先
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委任林金鳳女士為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主席外，本公司與其董事並無訂立任何
書面委任信函。

然而，董事會確認：(i)各董事已受到適用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
事的法律和法規（包括上市規則，以及受託責任）規管，以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
利益行事；(ii)彼等在其專業中均信譽卓著及(iii)採納本公司目前之安排已有數年
及已證明有效。因此，董事會認為各董事在目前的安排下，可以負責任地及有效
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上市規則第3.27A條規定，發行人必須設立提名委員會，由董事會主席或獨立非執
行董事擔任主席。自楊仁先生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離世後，提名委員會主席職
位一直懸空。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林金鳳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主席及提名委員會主席，此後，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上市規則第3.27A條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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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將持續檢討及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標準，以確保業務經營及決策
過程受到適當及審慎的規管。

遵照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操守準則」），該準則之條款
之嚴格程序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之規定準則。

全體董事均確認於回顧期內，彼等均遵守操守準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
每股普通股0.0536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109名僱員。本集團按照市場趨勢向僱員
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並提供獎勵（如酌情花紅）以激勵僱員。

承董事會命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鄭嘉聰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玉女士及楊峰銘先生，非執行董事林金鳳女士，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賴思明先生、李達祥先生及紀華士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