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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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ORLD-LINK LOGISTICS (ASIA) HOLDING LIMITED
環宇物流（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83）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告

環宇物流（亞洲）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期間」）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相應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97,265 80,136
其他收入 3,819 168
僱員福利開支 (27,696) (25,325)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折舊 (23,254) (17,407)
租賃物業的經營租約租金 (2,515) (5,367)
分包開支 (19,793) (15,631)
已確認銷售成本 (8,071) (3)
廠房、機械及設備的經營租約租金 (490) (372)
其他開支 5 (6,759) (5,632)  

經營溢利 12,506 10,567
融資成本－租賃負債利息 (672) (1,321)  

除稅前溢利 11,834 9,246
所得稅開支 6 (1,972) (1,091)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9,862 8,155  

每股盈利（港仙） 8
基本 1.98 1.69  

攤薄 1.96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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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7,922 11,210

使用權資產 10 50,762 64,38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75 175

租金按金 1,642 7,006

遞延稅項資產 1,204 1,532  

61,705 84,305  

流動資產
存貨－製成品 9,124 6,51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合約資產 11 49,087 65,759

租金按金 6,273 1,017

銀行結餘及現金 64,613 47,668  

129,097 120,96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開支 12 13,808 17,553

應付稅項 2,931 2,674

租賃負債 44,216 39,789

應付股息 4,981 7,411  

65,936 6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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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額 63,161 53,53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4,866 137,840  

非流動負債
撥備 1,480 1,423

租賃負債 7,209 27,287  

8,689 28,710  

資產淨值 116,177 109,13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4,981 4,941

儲備 111,196 104,189  

權益總額 116,177 109,130  



– 4 –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4,800 49,350 10 2,940 35,180 92,280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8,155 8,155 

確認按權益結算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開支 – – – 599 – 599

就獎授新股份發行普通股 40 3,896 – (1,936) – 2,000

股息 – – – – (4,840) (4,84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840 53,246 10 1,603 35,175 94,874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4,941 59,991 10 2,064 42,124 109,130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9,862 9,862

確認按權益結算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開支 – – – 166 – 166

就獎授新股份發行普通股 40 3,311 – (1,351) – 2,000

股息 – – – – (4,981) (4,98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981 63,302 10 879 47,005 11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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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3,824 28,462  

投資活動
提取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短期銀行存款 – 13,000

存入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短期銀行存款 – (26,00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80) (3,89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75 –

已收利息 64 105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459 (16,793)  

融資活動
已付租賃租金的本金部分 (21,255) (15,386)

已付租賃租金的利息部分 (672) (1,321)

就獎授新股份發行新股所得款項 2,000 2,000

支付股息 (7,411) (9,600)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7,338) (24,3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6,945 (12,63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668 32,92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64,613 2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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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於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十五日，本公司已成功將其股份由GEM轉至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
址及主要營業地點於年報內「公司資料」一節中披露。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綜合物流服務、包裝
服務及一般貿易。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且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相同。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獲授權刊發。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包括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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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與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
於二零二零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會計政策變動詳情載列於下文。
此外，本集團已於中期財務報告中就政府補助採納下列會計政策：

倘可合理保證將收取政府補助金且本集團將符合其附帶條件，則政府補助金會初步於財務
狀況表確認。補償本集團已產生開支的補助金於開支產生的相同期間有系統地於損益確認
為收益。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會影響政策的應用以及以本
年累計至今為基準計算所呈報的資產與負債、收入與開支金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
果可能有別於有關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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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報告包含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的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自二零一
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對了解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屬重大的事件及交易之解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的整套財務報表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集團已對本會計期間的該等財務報表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的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業務的定義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與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相關的租金寬減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外，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
訂準則或詮釋。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於下文討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業務的定義

該等修訂澄清業務的定義，並為釐定一項交易是否為業務合併提供進一步指引。此外，該等
修訂引入選擇性的「集中度測試」，當所收購之總資產的絕大部分公平值均集中於單一可識
別資產或一組類似可識別資產時，其允許對已收購的一組活動及資產是否為資產而非業務
收購進行簡化評估。

本集團已對收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交易前瞻應用該等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與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相關的租金寬減

該等修訂提供可行權宜方法允許承租人豁免評估因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而直接產生的
若干合資格租金寬減（「與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相關的租金寬減」）是否屬租賃修訂，且以並非
租賃修訂的方法入賬。

本集團已選擇提早應用該等修訂，並對中期報告期間授予本集團的所有合資格的與2019新
型冠狀病毒病相關的租金寬減應用可行權宜方法。因此，已獲得的租金寬減於觸發該等付
款的事件或情況發生期間內作為負可變租賃付款入賬記入損益。對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的
期初權益結餘概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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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運輸服務收入 25,275 20,593

倉貯服務收入 45,686 38,312

定製服務收入 10,335 15,575

增值服務收入 5,834 5,651

銷售貨品 10,135 5  

97,265 80,136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分部乃根據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總營運決策者（本公司執行董事
兼任所有營運附屬公司的董事）（「總營運決策者」）匯報的資料釐定。董事按 (i)物流解決方案
業務；(ii)定製服務；及 (iii)一般貿易定期審閱收益及業績分析。於達致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
時，並無合併經營分部。由於總營運決策者未獲定期提供分部資產或分部負債的資料，故並
無呈列有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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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下列為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流解決
方案業務 定製服務 一般貿易 分部總計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確認收益時間分類
即時確認 54,127 10,335 10,135 74,596 – 74,596

隨時間確認 22,669 – – 22,669 – 22,669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76,795 10,335 10,135 97,265 – 97,265

分部內收益 3,600 – – 3,600 (3,600) –      

80,395 10,335 10,135 100,865 (3,600) 97,265      

業績
分部業績 13,079 (659) 1 12,421    

未分配的企業收入 97

未分配的企業開支 (684) 

除稅前溢利 1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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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流解
決方案業務 定製服務 一般貿易 分部總計 對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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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確認收益時間分類
即時確認 46,158 15,835 5 61,998 – 61,998

隨時間確認 18,138 – – 18,138 – 18,138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64,296 15,835 5 80,136 – 80,136

分部內收益 3,000 – – 3,000 (3,000) –      

67,296 15,835 5 83,136 (3,000) 80,136      

業績
分部業績 7,898 2,484 3 10,385    

未分配企業收入 27

未分配企業開支 (1,166) 

除稅前溢利 9,246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的溢利，且並未
計及分配企業收入及開支。此乃向本集團總營運決策者呈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計量
方法。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流解
決方案業務 定製服務 一般貿易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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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3 37 – 80    

添置使用權資產 6,267 – – 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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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流解
決方案業務 定製服務 一般貿易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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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3,874 258 – 4,132    

添置使用權資產 4,645 – – 4,645    

5. 其他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法律及專業費用 1,071 918

運輸開支 1,598 818

水電費 750 853

維修及維護 394 636

倉貯開支 585 794

包裝物料 245 370

保險 820 551

雜項 1,296 692  

6,759 5,632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1,644 1,540

遞延稅項 328 (449)  

期間所得稅開支總額 1,972 1,09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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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董事會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55(c)條宣佈及派付特別股
息（「特別股息」）每股1.5港仙（合共為7,41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港仙）（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9,600,000港元）。特別股息已於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以現金派付。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所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股東通過派付董事會建議
的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合共為4,981,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0港仙）（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840,000港元）。有關股息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五日以現金派付予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
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9,86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155,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股數497,647,000股（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483,558,000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497,647 48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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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
溢利 9,86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155,000港元）及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501,899,000股（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492,000,000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497,647 483,558

視為根據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按認購價 

每股50港仙發行普通股的影響 4,252 8,442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501,899 492,000  

9.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置約 8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4,132,000港元）的設備。

10. 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使用權資產添置6,26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4,645,000港元）主要與根據新租賃協議應付資本化租賃付款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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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44,422 63,261  

本集團一般提供0至120天的信貸期予其客戶。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以下為根據各報告期末之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與其各自之收益確認日
期相近）：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17,156 20,195

31至60天 14,123 22,625

61至90天 11,238 14,036

超過90天 1,905 6,405  

44,422 63,261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開支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4,855 9,060

應計僱員福利 1,531 4,456

長期服務付款撥備 202 202

應計開支 3,793 2,582

其他應付款項 3,427 1,253  

13,808 1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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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開支預期將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4,593 7,047

31至60天 217 1,560

61至90天 11 41

超過90天 34 412  

4,855 9,060  

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發行及繳足：
期╱年初 494,067,000 480,000,000 4,941 4,800

就獎授新股份發行普通股（附註13） 4,000,000 4,000,000 40 40

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發行普通股 – 10,067,000 – 101    

期╱年末 498,067,000 494,067,000 4,981 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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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份獎勵計劃

授予董事獎勵股份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授出日期」），本公司向下列董事有條件授出獎勵股份（「獎勵股
份」），歸屬條件載列如下：

董事姓名
獎勵

股份數目 歸屬日期╱獎勵股份數目
   

楊廣發先生 3,34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1,072,000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1,136,000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1,136,000

李鑑雄先生 3,34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1,072,000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1,136,000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1,136,000

陸有志先生 3,34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1,072,000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1,136,000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1,136,000

侯思明先生 6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64,000

麥東生先生 6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64,000

鍾智斌先生 6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64,000

本公司亦於授出日期向七名獨立選定個別人士有條件授出1,776,000股獨立獎勵股份。

受限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日內容有關 (i)建議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及
(ii)建議根據特別授權向關連人士發行新股份的關連交易的通函（「該通函」）（除文義另有界定
者外，本文所用詞彙與本公司該通函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所載的條件獲達成後及選定個
別人士於各相關發行日期仍然為本公司董事或僱員（視情況而定），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
及二零二一年的各歸屬日期向各選定個別人士配發及發行獎勵股份。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
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分別已向選定個別人士發行及配發第一批 4,000,000股及第
二批4,000,000股獎勵股份。

15. 報告期後事項

於Skya Link Limited（「Skya Link」）之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本集團與Skya Link其他股東訂立股東協議。根據該協議，本集團認
購額外160股每股價值1港元之股份。緊隨認購後，本集團持有Skya Link 51%股權。Skya Link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開展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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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其中一間專注於快速消費品（「快速消費品」）及餐飲（「餐飲」）方面且發展
成熟的一站式物流服務供應商。我們大部分客戶均為領先跨國企業，而我們的服
務乃按彼等獨特的需要而定製。此外，自我們於去年收購澳門一間附屬公司以
來，本集團已多元化發展至經營一般貿易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由於爆發COVID-19疫情，外圍經濟環境欠佳。根據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政府統計處」）刊發題為「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
（季刊）（二零二零年第二季）」的報告，第一季及第二季的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
變動率分別為下跌9.1%及9.0%，為十年來最大的跌幅。政府統計處的「零售業銷
貨額按月統計調查報告（二零二零年六月）」的另一項統計數據顯示，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估計價值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跌33.3%。除零售業
顯著轉差外，旅遊業及就業亦受到COVID-19的影響。根據政府統計處網站刊載的
「按居住國家╱地區劃分的訪港旅客（二零二零年六月）」，自二零二零年二月起，
每月訪港旅客人次下跌至低於200,000，而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月訪港旅客
人次則超過5,000,000，跌幅超過90%。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另一項統計「按性別
及年齡劃分的失業率」，失業率由二零一九年六月的 2.9%上升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的6.2%。

COVID-19的爆發已對全球經濟、旅遊及消費情緒構成不利影響。我們提供餐飲及
零售服務的客戶受到疫情爆發的嚴重影響，進而對本集團造成不利的連鎖效應。
本集團的外在經濟環境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並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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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發展新業務領域方面採取增長策略，以配合我們現有業務模式的穩定自
然增長。本集團將繼續加強我們於餐飲部分的新分部，包括冷鏈物流服務及企業
對消費者 (B2C)服務以及一般貿易業務。受爆發COVID-19疫情所拖累，零售、餐飲
及旅遊業均陷入寒冬，並對我們的業務造成不利的連鎖效應。幸而，隨著快速消
費品方面對個人護理安全的需求不斷增加，加上持續成功招攬新客戶及於二零一
九年七月完成收購澳門一間附屬公司，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收益較二零
一九年同期增長21.4%。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定製服務分部及一般貿易
業務分部的業務受到經濟下滑的影響。然而，由於以下各項的綜合影響，本集團
仍能將其純利率維持於 10.1%（截至二零一九年止六個月：10.2%）：(i)本集團盡力
節省經營成本以維持其經營利潤率；(ii)收到政府補助（為支付薪金提供資金）；及
(iii)業主提供租金減免。

二零二零年的里程碑

儘管面對不利的經濟環境，本集團已於二零二零年實現多個里程碑。

首先，除我們自二零一五年起獲頒發的 ISO 9001（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外，本集團
最近亦獲頒發 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體系）、HACCP（危害分析及關鍵控制點）及
GMP（良好作業規範）官方認證。獲發該等認證印證了我們的食品倉貯及配送等營
運程序符合國際食品供應鏈的標準，從而可給予客戶信心及品質保證。本集團成
功將此等標準整合成為獲認可的全面品質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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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繼我們因在二零一九年七月收購澳門一間附屬公司而成功進軍澳門市場
後，本集團已計劃於二零二零年第四季末之前，透過在深圳前海設立配送中心（其
包括保稅配送中心）擴大營運能力。為補足我們現有的 500,000平方呎配送中心，
全新的保稅配送中心（其設有包裝加工設施以提供增值服務）將額外提供150,000平
方呎的空間。擬建的保稅配送中心將作為來自中國及海外的貨物之整合中心，每
天向香港供貨。管理層相信，此項策略性舉措將顯著加強我們的跨境物流基礎設
施，提高營運效率，以及改善整體客戶滿意度。憑藉此舉，環宇物流將能夠為其
客戶提供卓越的營運及最佳的整體物流解決方案。此外，這亦將符合我們的策略
目標，把握電子商務的發展趨勢，提高我們在全球各地向客戶提供B2C服務的地
位。

秉承我們「總是能做到」的座右銘，我們致力提供可靠且專業的物流解決方案，務
求提高效率及為客戶爭取競爭優勢。我們將繼續盡最大努力從競爭對手當中脫穎
而出。

展望

儘管目前的前景因COVID-19的爆發而存在不明朗因素，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下半
年仍會採取其多元化發展的政策以維持本集團的穩健增長。深圳前海的新商機將
為本集團提供額外的收益來源。展望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的機遇及挑戰，本集團將
繼續改善我們的優質服務及招攬新客戶。本集團管理層對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下
半年的表現仍抱持審慎態度。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0,100,000港元增加約21.4%

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97,300,000港元。收益增加乃由於對快
速消費品的需求、新客戶及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新收購的澳門附屬公司帶來的收
益，抵銷了COVID-19的不利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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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自倉貯服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38,300,000港元
增加約19.2%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5,700,000港元。

產生自定製服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5,600,000港元
減少約33.6%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0,300,000港元。收益減少
乃由於旅遊及零售業下滑的連鎖效應所致。

產生自運輸服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0,600,000港元
增加約22.7%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5,300,000港元。

產生自增值服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700,000港元增
加約3.2%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8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收購澳門一間附屬公司後，本集團的貨品銷售額由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000港元大幅增加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10,100,000港元。

僱員福利開支

僱員福利開支主要包括工資及薪金、醫療福利以及其他津貼及福利。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僱員福利開支約為27,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3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合共有223名及216名全職僱員。員工數目減少
乃由於自然流失，而僱員福利開支的增幅乃因員工福利改善以留聘員工所致。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主要涉及倉庫及增值服務的其他營運成本、用電、維修與保養、消費品、
酬酢、各種收費以及辦公室及倉儲供應。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其他開支約為 6,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600,000港
元）。增幅約20.0%乃主要歸因於運輸開支增加及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新收購之澳
門附屬公司之其他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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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稅項主要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估計應課稅
溢利分別按16.5%及12.0%計算的香港利得稅及澳門企業所得稅撥備。

溢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溢利約9,900,000港元，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約20.9%。除稅後純利增加主要由於物流解
決方案業務分部的收益增加、其他開支的嚴格成本控制以及獲得政府補助金。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之營運及投資主要由產生自自有業務經營的現金撥付。於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淨額約63,2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 53,500,000港元），而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約為64,6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7,700,000港元）。董事已
確認，本集團將有足夠財務資源，以於可見將來到期時履行其責任。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六個月期間結束時的總銀
行借款除以資產總額之基準計算）為零（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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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活動均位於香港及澳門，並以港元及澳門元計值。本集團目前並無
外幣對沖政策。然而，董事將持續監察相關外匯風險，並將會在有需要時考慮對
沖重大外幣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資本架構

本集團的資本架構由已發行股本及儲備組成。董事定期檢討本集團資本架構。作
為該檢討的一部分，董事將考慮資金成本及各類資本的相關風險。本集團將透過
派付股息、發行新股份以及發行新債項及贖回現有債項平衡其整體資本架構。

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
司。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及二零一九
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公告（「該等公告」），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完成有關收購一間澳門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新收購的澳門附屬公司主要
於澳門從事批發及買賣日用品及藥物。詳情請參閱該等公告。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本集團與Skya Link股東訂立股東協議。根據協議，本集
團認購額外160股每股價值1港元之股份。緊隨認購後，本集團持有Skya Link 51%

股權。Skya Link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開展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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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僱用216名（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3

名）全職僱員。我們根據資歷、職責、貢獻及年資以及現行市況等因素釐定僱員薪
酬。

本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借款（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本集團共有 45,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000,000港元）的
銀行融資，其由本公司擔保。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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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不較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載規定交易準則寬鬆的操守守則。本公司對各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後，並不知悉董事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現任何不遵守規
定交易準則及有關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之情況。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彼等的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下列
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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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的權益

董事及
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身份

所持╱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根據獎勵
股份的相關
股份數目 總權益

所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的百分比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楊廣發先生（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及 

實益擁有人
13,732,000 81,068,000 1,136,000 95,936,000 19.26%

李鑑雄先生（附註2） 受控制法團權益及 

實益擁有人
2,832,000 143,796,000 1,136,000 147,764,000 29.67%

陸有志先生（附註3） 受控制法團權益及 

實益擁有人
4,716,000 76,060,000 1,136,000 81,912,000 16.45%

侯思明先生（附註4） 實益擁有人 64,000 – – 64,000 0.01%

鍾智斌先生（附註5） 實益擁有人 64,000 – – 64,000 0.01%

麥東生先生（附註6） 實益擁有人 64,000 – – 64,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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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楊先生擁有權益的95,936,000股股份包括 (i)楊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Orange Blossom International 

Limited（楊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權益）所持有的 81,068,000股股份；(ii)楊先生
直接持有的13,732,000股股份及 (iii) 1,136,000股相關股份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所採納的
獎勵股份計劃有條件地授予楊先生，並將於二零二一年以一批發行及配發。

2. 李先生擁有權益的147,764,000股股份包括 (i)李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Best Matrix Global Limited

（李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權益）所持有的143,796,000股股份；(ii)李先生直接持
有之2,832,000股股份及 (iii) 1,136,000股相關股份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所採納的獎勵股
份計劃有條件地授予李先生，並將於二零二一年以一批發行及配發。

3. 陸先生擁有權益的 81,912,000股股份包括 (i)陸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Leader Speed Limited（陸先
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權益）所持有的 76,060,000股股份；(ii)陸先生直接持有的
4,716,000股股份及 (iii) 1,136,000股相關股份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所採納的獎勵股份計
劃有條件地授予陸先生，並將於二零二一年以一批發行及配發。

4. 64,000股股份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所採納的獎勵股份計劃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向候先生發行及配發。

5. 64,000股股份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所採納的獎勵股份計劃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向鍾先生發行及配發。

6. 64,000股股份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所採納的獎勵股份計劃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向麥先生發行及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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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相聯法團的權益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楊先生 Orange Blossom  

International Limited

實益權益 1 100%

李先生 Best Matrix Global Limited 實益權益 1 100%

陸先生 Leader Speed Limited 實益權益 1 1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
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中，擁有 (i)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
任何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
益及╱或淡倉），或 (ii)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的登
記冊的任何權益及淡倉，或 (iii)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及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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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
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登
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所持╱
擁有權益的

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所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的百分比

    

Best Matrix Glob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43,796,000 28.87%

Leader Speed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76,060,000 15.27%

Orange Blossom Internation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81,068,000 16.28%

羅慧儀女士（附註1） 配偶權益 95,936,000 19.26%

陳碧珊女士（附註2） 配偶權益 147,764,000 29.67%

黃素鳳女士（附註3） 配偶權益 81,912,000 16.45%

許佩珊女士（附註4） 配偶權益 64,000 0.01%

陳嘉雯女士（附註5） 配偶權益 64,000 0.01%

黃淑玲女士（附註6） 配偶權益 64,000 0.01%

附註：

1. 羅慧儀女士為楊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或被當作於楊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
中擁有權益。

2.  陳碧珊女士為李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或被當作於李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
中擁有權益。

3. 黃素鳳女士為陸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或被當作於陸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
中擁有權益。

4. 許佩珊女士為侯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或被當作於侯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
中擁有權益。

5. 陳嘉雯女士為鍾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或被當作於鍾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
中擁有權益。

6. 黃淑玲女士為麥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或被當作於麥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
中擁有權益。

上文所披露的所有權益均為於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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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
政人員除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在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股份獎勵計劃

授予董事獎勵股份

誠如本公告附註14所述，本公司於授出日期向下列董事有條件授出獎勵股份，歸
屬條件載列如下：

董事姓名
獎勵

股份數目 歸屬日期╱獎勵股份數目

楊廣發先生 3,34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1,072,000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1,136,000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1,136,000

李鑑雄先生 3,34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1,072,000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1,136,000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1,136,000

陸有志先生 3,34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1,072,000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1,136,000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1,136,000

侯思明先生 6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64,000

麥東生先生 6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64,000

鍾智斌先生 64,000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64,000

   

受限於本公司該通函所載的條件獲達成後及選定董事於各相關發行日期仍然為
本公司董事，本公司將於歸屬日期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向各選定董事配發及發
行獎勵股份。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已分別向選定
董事發行及配發第一批3,408,000股及第二批3,408,000股獎勵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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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股份或債券的安排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
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

董事於重大合約的權益

概無任何由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而本公司董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
益之重大合約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結束時或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仍然存續。

競爭利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並不知悉董事、控股股東、管理股東
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任何業務或權益與本集團的
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亦不知悉該等人士與本集團出現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企業管治

除偏離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企業管治
守則條文第A.2.1條外，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責應予區分，且不應由同
一人兼任。楊廣發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鑒於楊先生為本集團共同創辦
人之一，並分別自一九九四年及二零零九年起一直經營與管理World-Link Roadway 

System Company Limited及環宇貨業包裝有限公司，故董事會認為由楊先生兼任該
兩個職位可以實現有效管理及業務發展，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因此，董事認
為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就此情況而言屬恰當。

董事會相信，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及優秀人才組成，當中三名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故董事會之運作足以確保權力及職權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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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根據董事會批准的職權範圍行事。董
事會有責任確保公司設有有效的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架構。此包括針對重要業務
流程的效能及效率、保護資產安全、保存妥善的會計記錄、財務資料的可靠性，
以及非財務因素（例如主要營運表現指標基準的選取）的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董
事會已授權審核委員會初步建立及維護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架構以及本集團管
理層的操守準則。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侯思明先生、麥東
生先生及鍾智斌先生）組成。侯思明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環宇物流（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廣發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廣發先生、李鑑雄先生及陸有志先生，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則為侯思明先生、鍾智斌先生及麥東生先生。

如有任何歧義，概以本公告之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