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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REPORT

董事會報告書

PRINCIPAL ACTIVITIES

BUSINESS REVIEW

OPERATING SEGMENTS INFORMATION

SUBSIDIARIES AND ASSOCIATES

本公司董事（「董事」或「董事會」）欣然向股東提呈董事

會報告書連同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

公司主要從事物業投資及發展、樓宇及物業管理、

經紀服務、證券投資、放債及化妝品分銷及貿易業

務。

業務審視

有關本集團本年度內業務的審視、本集團未來業務

發展之討論及本集團面對的潛在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的陳述，載於本年報之主席報告書內。另外，綜合

財務報表附註 刊載了本集團的金融風險管理目標及

政策。本年度終結後發生並對本集團有影響的重大

事項之詳情，則刊載於本年報之主席報告書內。以

財務關鍵表現指標分析的本集團年內表現於本年報

之財務業務回顧內列載。關於本集團環境政策及表

現、與主要權益人的關係、及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

的相關法律與法規之遵守情況之討論則於本年報的

主席報告書、企業管治報告書、董事會報告書及環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書內列載。

營運分類資料

本集團以主要業務劃分之收入及本年度經營溢利貢

獻分析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及 。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主要附屬公

司及聯營公司之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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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及分配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業績載於第 至第 頁之綜合

全面收益報表內。

於本年度內，董事會並無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

零年：每股 港仙）。

董事會議決不建議派發本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二零

年：每股 港仙）。

財務概要

本集團過去五年之業績、資產及負債概要載於第

至第 頁。

主要物業及物業發展權益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主要物業及

物業發展權益詳情載於第 至第 頁。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於本年度內之變動情況載於綜合

財務報表附註 。

投資物業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透過購入一間附屬公司）購入

一個投資物業約為 港元（二零二零年：

港元），且並無出售任何投資物業（二零

二零年：無）。

其他投資物業於本年度內之變動詳情載於綜合財務

報表附註 。

慈善捐款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之慈善捐款額約為 港元

（二零二零年： 港元）。

RESULTS AND APPROPRIATIONS

FINANCIAL SUMMARY

PRINCIPAL PROPERTIES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RIGH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NVESTMENT PROPERTIES

CHARITABLE DO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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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借貸及資本化之利息 

須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之有抵押銀行借貸及其他

借貸及有抵押的長期銀行借貸之詳情載於綜合財務

報表附註 。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資本化之利息約為 港元

（二零二零年： 港元）。

儲備

本集團之儲備於本年度內之變動情況載於第 至

第 頁。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

一年公司法（經修訂）之規定所計算，本公司可供分

派之儲備約為 港元（二零二零年：

港元）。

股本

本公司之股本於本年度內之變動情況載於綜合財務

報表附註 。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該司法管轄區之法律並

無存在優先購買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
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股票掛鈎協議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股票掛鈎協議。

管理合約

除僱員聘任合約外，本集團於本年度內並無就全部

或任何重大部分之本公司業務管理及行政訂立或存

在任何合約。

GROUP BORROWINGS AND INTEREST 

CAPITALISED

RESERVES

SHARE CAPITAL

PRE-EMPTIVE RIGHTS

PURCHASE, SALE OR REDEMPTION OF THE 

COMPANY’S LISTED SECURITIES

EQUITY-LINKED AGREEMENTS

MANAGEMENT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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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本集團從最大客戶及五大客戶取得之收入及合計收

入分別約佔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總收入之 及

（不包括本集團來自債券及結構性產品的利息收入，

上市及非上市股本投資的股息收入以及出售持作買

賣之投資收益）。

董事、董事之緊密聯繫人或本公司股東（據董事所知

擁有本公司股本超過 ）概無於本年度內任何時候

於本集團五大客戶之中擁有權益。

本集團之五大供應商之合計購貨額低於本集團於本

年度之購貨總額之 。

董事

於本年度內或直至本董事會報告書日期止，董事

為：

執行董事：

陳詩韻女士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七日辭任為執行董事及

行政總裁）

陳凱韻女士（行政總裁）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七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

陳諾韻女士

林光蔚先生

非執行董事：

劉鳴煒先生（主席）

劉玉慧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國偉先生

羅麗萍女士

馬時俊先生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 條，陳諾韻女士、劉鳴

煒先生及劉玉慧女士將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上告退為董事，彼等均合資格及願意膺選連任。

MAJOR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DIRECTORS

Executive Directors:

Non-executive Directors: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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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服務合約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與董事簽訂任何一年

內若由僱主終止合約時須作出賠償（法定賠償除外）

之服務合約。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
相聯法團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

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

例第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條備存之登記冊

所載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如下：

I 本公司

附註：

本公司之該等股份由

間接持有（即「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

證券權益」項下所披露），其全部已發行股

本由陳凱韻女士（作為其未成年子女劉仲

學、劉秀樺及劉秀兒之信託人）持有。

SERVICE CONTRACTS OF DIRECTORS

DIRECTORS’ AND CHIEF EXECUTIVES’ 

INTERESTS IN THE SECURITIES OF THE 

COMPANY AND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I The Company

Name of Director

Number of 

Shares Held Note Capacity

Percentage of 

Issued Share 

Capital

董事姓名 所持股份數目 附註 身份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陳凱韻女士（「陳凱韻女士」）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及

未滿 歲子女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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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
相聯法團之證券權益（續） 
 

II 本公司之相聯法團

附註：

陳凱韻女士（作為其未成年子女劉仲學、

劉秀樺及劉秀兒之信託人）直接持有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直接持有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陳凱

韻女士作為其上述未成年子女之信託人，

亦被視為擁有 全部已發行股

本。

上述權益為好倉。所顯示的百分比為有關董事於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擁有之股份數目佔已發

行股份數目之百分比。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其他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擁有或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之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於本年度內，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以及彼等

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概無獲授予或行使任何

可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證券之權

利。

DIRECTORS’ AND CHIEF EXECUTIVES’ 

INTERESTS IN THE SECURITIES OF THE 

COMPANY AND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II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of the Company

Name of Director

Name of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Number of 

Share(s) Held Note Capacity

Percentage of 

Issued Share 

Capital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附註 身份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陳凱韻女士 未滿 歲子女之權益

陳凱韻女士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及

未滿 歲子女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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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 

據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悉，於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條須備存之登記冊所載或另行知會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或以

上權益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如

下：

SUBSTANTIAL SHAREHOLDERS’ INTERESTS IN 

THE SECURITIES OF THE COMPANY

Name of Substantial Shareholders

Number of 

Shares Held Notes Capacity

Percentage of 

Issued Share 

Capital

主要股東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附註 身份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劉鑾雄先生（「劉鑾雄先生」）

△

配偶之權益及

未滿 歲子女之權益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 實益擁有人及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

實益擁有人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

實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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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續） 

附註：

△ 劉鑾雄先生被視為擁有其配偶陳凱韻女士及其未

成年子女劉仲學、劉秀樺及劉秀兒被視為擁有之

同一批股份權益。

持有 及

之全部

已發行股本，故分別被視為擁有

及

所持有之 及 股

本公司股份。此外， 直接持有

股本公司股份。因此，

擁有或被視為擁有合共 股本公

司股份。 持有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故被視為擁有

股本公司股份，即「董事及最高行

政人員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證券權益」項下所

披露陳凱韻女士之權益中所指之權益。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條備存之

登記冊所載概無任何淡倉。

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於本年度內，陳凱韻女士、劉鳴煒先生及陳詩韻女

士（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七日辭任本公司董事）於經

營物業投資業務及證券投資業務之私人公司中擁有

個人及╱或董事之權益；陳凱韻女士及陳詩韻女士

於經營放債業務之私人公司中擁有個人之權益；及

陳凱韻女士於經營物業發展業務之私人公司中擁有

個人及╱或董事之權益。因此，彼等被視為於與本

集團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SUBSTANTIAL SHAREHOLDERS’ INTERESTS IN 

THE SECURITIES OF THE COMPANY 

△

DIRECTORS’ INTERESTS IN COMPETING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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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續） 

此外，劉鑾雄先生（為本公司之前執行董事、董事會

主席兼行政總裁）透過若干全資擁有私人公司於二零

一零年向本集團購入 、怡東商場（包括東角

）及修頓中心（亦稱灣仔電腦城）之零售商舖，

於二零一五年從本集團購入名為新港中心之物業當

中若干樓層與車位及名為 之物業以及於二

零一六年從本集團購入名為皇室大廈之物業（統稱為

「該等私人物業」）。陳凱韻女士及陳詩韻女士（於二

零二一年二月十七日辭任本公司董事）於本年度內各

自為上述一間或多間公司之董事或被視為於上述一

間或多間公司擁有若干權益。該等私人物業與本集

團持有之投資物業之間可能存在現時及未來租約之

潛在租賃競爭。為處理該等潛在租賃競爭，劉鑾雄

先生已提供若干承諾，而本公司亦已向聯交所同意

就監察該等承諾之遵守情況實施若干措施。有關該

等承諾及監察措施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零年六月十八日、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二

零一五年一月七日及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之通函

內。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已

就上述承諾及監察措施之遵守情況進行年度檢討，

並確認於本年度內已遵守該等承諾及監察措施，並

認為本公司已採取充足的監察措施以避免潛在租賃

競爭。

董事知悉其誠信責任，將會秉誠行事以符合本公司

之利益，並避免任何潛在利益及責任衝突。本公司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共三名，全部均為本公司之審核

委員會成員，故足以代表其股東之利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在本集團業務以外於

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

之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

DIRECTORS’ INTERESTS IN COMPETING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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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彌償保證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在百慕達一九八一年

公司法（經修訂）許可之情況下，每位董事就履行其

職務或職責或有關的其他事情而蒙受或招致所有損

失或責任，均有權獲得公司以其資產賠償。本公司

自二零一四年七月起已向每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發出

函件提供彌償保證。本公司亦已為本集團董事及高

級人員安排適當的董事及高級人員責任保險，並於

本年度內及截至本董事會報告書日期止有效。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本公司或本公司之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本年度內作

出安排，以使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

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

董事及控權股東於合約之權益 

除於下述「關連交易」一節所述之協議及載於綜合財

務報表附註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有關本集團與

陳凱韻女士訂立之融資協議外，於年結時或本年度

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本公司之任何附屬公司所訂立

與本公司業務有關之重要交易、安排或合約中，董

事或與彼有關連之實體概無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

益；此外，本公司或本公司之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與

控權股東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與本公司業務有關

之其他重要交易、安排或合約。

DIRECTORS’ INDEMNITIES

ARRANGEMENTS TO PURCHASE SHARES OR 

DEBENTURES

DIRECTORS’ AND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NTERESTS IN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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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華人 業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之直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華 」）（作為租戶）與

（「 」）（作為業主）訂立 一份由二零一九年

三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為期三

年，有關租賃皇室大廈安達人壽大樓 樓全

層的租賃協議（「第一份租賃協議」），每月租金

為 港元（不包括服務費及差餉）（「第一

租賃」）；及 一份由訂約方之間協定之日期

起計為期三年（惟該日期不得早於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一日或遲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九

日），有關租賃皇室大廈安達人壽大樓 樓全

層、 樓全層及 樓全層的同意租賃協議

（「框架協議」），每月租金分別為 港

元、 港元及 港元（不包括

服務費及差餉）（「其後租賃」），作為本集團之新

總部。一份由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二

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有關其後租賃

之租賃協議已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訂立

（「其後租賃協議」，連同第一份租賃協議「租賃

協議」）。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之

公布所披露，華 根據第一租賃及其後租賃，

於本年度應付予 之服務費及差餉款項上限

以及裝修行政費款項上限分別為 港

元及 港元（「收費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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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續）

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續） 

（續）

於有關公布之日期， 由 陳凱韻女士（執

行董事及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彼之兩名未成年

子女）之信託人）（以其未成年子女之信託人之

身份及其本身之身份）； 劉鳴煒先生（非執

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及 劉鑾雄先生（陳凱韻女士之配偶）之家族

信託間接擁有，故 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章， 就第一租賃

而言，訂立第一份租賃協議及其租金款項構成

本公司之關連交易，而其裝修行政費款項以

及其服務費及差餉款項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

交易；及 就其後租賃而言，訂立框架協議

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包括訂立其後租賃協

議、其租金款項、其裝修行政費款項以及其

服務費及差餉款項）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

易。

鑒於 就第一租賃下之使用權資產價值及其後

租賃下之使用權資產總值最高金額之一項或

以上適用百分比率合併計算超過 但少於

；及 於訂立第一份租賃協議及框架協議

之日期，收費上限之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

過 但少於 ，因此，第一租賃及其後租

賃（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獲豁免有關獨立股

東批准之規定，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章之

申報、公布及（僅就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而已）

年度審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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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續）

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續） 

（續）

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 條之規

定就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核，在檢討上述

持續關連交易後，確認該等交易屬本公司之日

常及一般業務，按照一般商業條款及根據租賃

協議條款進行，該等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

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

之香港核證工作準則 （經修訂）「歷史財務

信息審計或審閱以外的鑒證業務」，以及參照

《實務說明》第 號（經修訂）「關於香港《上市

規則》所述持續關連交易的核數師函件」（統稱

「香港會計師公會準則」），於其根據上市規則

第 條發出之信件中，確認上述持續關

連交易已經由董事會批准，並根據租賃協議進

行，且無超逾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公

布所披露之上限。本公司已將該信件的副本呈

交聯交所。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華 （作為租戶）與

（作為業主）訂立一份由二零二零年六月十

三日至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二日止為期三年，有

關租賃皇室大廈安達人壽大樓 樓全層的租

賃協議，每月租金為 港元（不包括服

務費及差餉）（「 樓租賃」），以作本集團新總

部之另一部分（「 樓租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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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續）

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續） 

（續）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之公

布所披露，華 根據 樓租賃就本年度應付

予 之服務費及差餉款項上限以及裝修行政

費款項上限分別為 港元及 港

元（「 樓收費上限」）。

於有關公布之日期， 由 陳凱韻女士（執

行董事及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彼之未成年子女）

之信託人）（以其未成年子女之信託人之身份及

其本身之身份）；及 劉鳴煒先生（非執行董事

及董事會主席）之家族信託間接擁有，故

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章，訂立 樓租賃協議及其租金款項構成

本公司之關連交易，而其服務費及差餉款項以

及裝修行政費款項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

易。

鑒於 就 樓租賃協議下之使用權資產價值

（當與租賃協議（於前段 提述）下之使用權

資產價值合併計算）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但少於 ；及 樓收費上限及收費

上限（於前段 提述）之最大合併金額之若干

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但少於 ，因此，

樓租賃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獲豁免有

關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章之申報、公布及（僅就本公司持續關連交

易而已）年度審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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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續）

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續） 

（續）

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 條之規

定就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核，在檢討上述

持續關連交易後，確認該等交易屬本公司之日

常及一般業務，按照一般商業條款及根據

樓租賃協議條款進行，該等條款屬公平合理，

且符合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準則，

於其根據上市規則第 條發出之信件中，

確認上述持續關連交易已經由董事會批准，並

根據 樓租賃協議進行，且無超逾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十二日之公布所披露之上限。本公司

已將該信件的副本呈交聯交所。

持續關連交易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華 與陳凱韻女士訂立

一份由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月三

十一日止為期三年的服務合約，內容有關向陳凱韻

女士、其聯繫人及╱或親屬提供 租務行政服務（包

括但不限於處理租客之往來、收租及採取法律行

動，但不包括有關轉介潛在租戶以及與現有租戶

及╱或潛在租戶協商有關物業之租賃條款之服務）、

銷售行政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就該等出售事項委任

及與地產代理人進行協調，惟不包括任何銷售代理

服務）、 物業管理服務（包括有關物業之管理、保

養、營運、服務及維修之事宜）、 物業行政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會計、招聘、人力資源行政工作、稅

務、市場推廣及資訊技術服務）（「物業行政服務」）、

資產管理及保養服務（包括有關物業及資產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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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家居及其他管理及保養服務）（「資產管理及保養

服務」）、 租賃服務（包括車輛、車牌、船隻、停車

位、場地之租賃及其他租賃服務）（「租賃服務」）、

諮詢及顧問服務（包括一般諮詢、顧問、行政、

聯絡、人事支援服務及其他配套及╱或附帶服務（包

括但不限於會計及稅務服務））（「諮詢及顧問服務」）、

及 其他一般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及其他金融

服務）（「該合約」）。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

月十四日之公布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之通函所披

露，陳凱韻女士根據該合約，於本年度應付予華

之服務費上限定為 港元（「該上限」）。該合

約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已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於二

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

上批准。

於有關公布之日期，陳凱韻女士為執行董事及本公

司主要股東（彼之未成年子女）之信託人，故陳凱韻

女士屬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該合約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

連交易。由於該合約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預期年度

上限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故該合約

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根據上市規則第 章

有關申報、公布、通函、獨立股東批准及年度審核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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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續）

持續關連交易（續）

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 條之規定就

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核，在檢討上述持續關連

交易後，確認該等交易屬本公司之日常及一般業務

（資產管理及保養服務項下之家居管理及保養服務、

物業行政服務、租賃服務和諮詢及顧問服務除外），

按照一般商業條款及根據該合約條款進行，該等條

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經

考慮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之公布及

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之通函，關於提供資產管理及

保養服務項下之家居管理及保養服務、物業行政服

務、租賃服務和諮詢及顧問服務之原因及裨益後，

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雖然根據該合約提供有關服

務並非本集團之日常及一般業務，但有關服務之條

款對本集團而言乃屬公平合理並符合一般商業條

款，而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準則，於其

根據上市規則第 條發出之信件中，確認上述

持續關連交易已經由董事會批准，並按照本公司之

定價政策及根據該合約進行，且無超逾於二零二零

年八月十四日之公布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之通函

所披露之該上限。本公司已將該信件的副本呈交聯

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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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續）

除上文所述外，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於本年度內

及截至本董事會報告書日期概無其他須予披露之不

獲豁免關連交易或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除上文所述外，根據上市規則，本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內附註 所披露之「重大關連人士交易」並無構成

須予披露之不獲豁免關連交易或不獲豁免持續關連

交易。

就上述「重大關連人士交易」構成根據上市規則所界

定之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本公司已於本年度

內遵守上市規則第 章的有關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進行的披
露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公

布所披露，本公司之一間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借款人」）作為借款人與一間銀行（「銀行」）作為貸

款人，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訂立一項融資

協議（「融資協議」），內容有關一項本金總額最高達

港元之定期貸款融資（「該融資」）；而按

融資協議的條款，本公司訂立一項擔保（「擔保」）。該

融資須連續 個季度分期償還，且最後還款日期為

該融資項下提供貸款當日後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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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進行的披
露（續）

根據融資協議及擔保，借款人及本公司須促使本公

司之主要股東（誠如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第 至

頁所披露）及╱或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連同彼等

各自之聯繫人及關連人士總體而言須持有本公司股

權不少於 且仍為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

違反上述承諾可能構成融資協議項下之違約事件，

在此情況下，銀行可（其中包括）取消該融資並宣布

融資協議項下之所有應計或尚未償還款項（包括應計

利息）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發生有關事件或會觸發

適用於本集團之其他銀行或信貸融資之連帶違約條

款，並可能因此導致相關貸款人亦宣布該等其他融

資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推行兩項退休褔利計劃：

香港法例第 章職業退休計劃條例所界定之

公積金計劃（「職業退休計劃」）；及

香港法例第 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所界

定之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

職業退休計劃及強積金計劃均為界定供款計劃，該

等計劃之資產乃由各自之受託人管理。

DISCLOSURE PURSUANT TO RULE 13.21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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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計劃（續）

職業退休計劃可供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前在香

港受僱之本集團全職長期僱員參加。本集團乃根據

僱員之基本薪金按其服務年期，作出 、 或

之供款。僱員服務滿 年或以上或到退休年齡

時方可取得 本集團供款連同應計回報，而服務

年期滿 年但不足 年之僱員則可按遞減比例取得

至 本集團供款。職業退休計劃容許本集團

將任何已沒收供款（即本集團就任何可獲得全部供款

前退出職業退休計劃之僱員而作出之供款）用以抵銷

本集團現有之供款水平。

強積金計劃可供所有 至 歲受僱於香港最少 日

之本集團僱員參加。本集團根據僱員之有關入息作

出 之供款。就供款而言，有關入息上限為每月

港元。不論其於本集團之服務年期，僱員均

可取得 本集團供款連同應計回報，惟根據法

例，有關利益將保留至退休年齡 歲方可領取。

為了向參加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之僱員提供

相近之福利，本集團為參加強積金計劃之僱員提供

額外部分（「補足部分」）。補足部分旨在向基本月薪逾

港元及╱或服務年期逾 年，參加強積金計劃

之僱員提供與職業退休計劃相近之福利。本集團將

根據僱員基本薪金之 、 或 減本集團根

據上述強積金計劃作出之強制性供款而作出補足部

分之供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

該等計劃於綜合全面收益報表扣除之費用總額約

為 港元（二零二零年： 港元）。

此外，本集團就該等計劃已沒收之僱主供款約為

港元（二零二零年： 港元），並已於本

年度內用作削減供款。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並無可用作減少未來供款之餘額（二零二零年：

無）。

RETIREMENT BENEFIT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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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得悉的公開資料及董事所知悉，本公司

於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年報日期止已按上市規則規定

維持指定數額之公眾持股量。

核數師

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由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國衛」）審核。該會計師行將於即將舉行之股東

週年大會結束時任滿告退，惟合資格並願意膺聘連

任。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將就續聘國衛

為本公司核數師向股東提呈一項決議案。

代表董事會

董事

林光蔚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PUBLIC FLOAT

AUDITORS

Lam, Kwong-w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