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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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準確性及完整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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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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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新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29） 
 

截至二零二零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全年業績 
 

新龍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 (「董事」) 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 截至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二零一九

年之比較數字載列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7,576,117  6,415,933  

銷售成本  (6,945,806 ) (5,863,267 ) 
      
毛利  630,311  552,666  

其他收入  44,135  56,141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4 3,820  (17,384 ) 

分銷成本  (190,863 ) (184,736 ) 

行政支出  (139,231 ) (158,306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556,649 )      (13,115 ) 

上市支出  -  (6,029 ) 

根據預期信貸虧損模式確認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32,115 )      (4,072 ) 

攤佔聯營公司業績  6,313  4,622  

財務費用  (63,664 ) (72,010 ) 

      

除稅前（虧損）溢利  (297,943 ) 157,777  

所得稅抵免（支出） 5 44,092  (36,565 ) 

      

本年度（虧損）溢利 6 (253,851 ) 121,212  

      

應佔本年度（虧損）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310,035 ) 78,781  

非控股權益  56,184  42,431  

   
(253,851 

 
) 

 
121,212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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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盈利   8     

       

-  基本   (111.5 ) 28.3  

       

-  攤薄   (111.5 ) 28.3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虧損）溢利  (253,851 ) 121,212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將不會分類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工具之變動  (13,654 ) 182  

      

可重新分類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調整      

- 附屬公司            32,681                    39,484         

- 聯營公司   (162 ) (579 ) 

      

  32,519  38,905  

本年度其他全面收益  18,865  39,087  

本年度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34,986 ) 160,299  

      

應佔本年度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96,123 ) 105,511  

  非控股權益  61,137  54,788  

   

(234,986 

 

) 160,299 

 

      
      
 
 
 
 
 
 



 

3 

 

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投資物業  4,452,242  5,004,030  

物業、廠房及設備  703,076  514,369  

使用權資產  47,153  63,648  

商譽  126,406  126,406  

聯營公司權益  113,325  108,20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  182,551  176,18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78,748    91,495  

遞延稅項資產  84,257  78,567  

其他財務資產  8,212  13,078  

其他資產  2,500  2,500  

  5,798,470  6,178,484  

      流動資產      

存貨  661,795  824,832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按金及預付款 9 1,396,298  1,188,188  

應收一間聯營公司款項                   353  355  

可退回稅項  55  11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  16,901  14,362  

已抵押存款  450,733  454,759  

銀行結存及現金  795,110  668,091  

  3,321,245  3,150,699  

      流動負債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提款項 10 976,548  810,057  

合約負債  33,654  22,871  

租賃負債  18,156  18,348  

預付租賃付款  1,883  2,734  

應付一間聯營公司款項  62  1,382  

衍生財務工具  2,078  975  

應付稅項  34,416  23,696  

銀行借款  2,596,684  2,472,273  

債券  74,983  -  

租賃按金  18,530  34,613  

  3,756,994  3,386,949  

流動負債淨額  (435,749 ) (236,250 )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5,362,721  5,942,234  

       非流動負債      

租賃負債  71,002  90,185  

預付租賃付款  36,837  50,911  

銀行借款  1,086,566  1,233,510  

債券  216,826  277,782  

租賃按金  102,607  90,904  

遞延稅項負債  118,788  203,738  

退休福利承擔  19,018  21,984   

  1,651,644  1,969,014   

資產淨額  3,711,077  3,97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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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續） 

於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7,797  27,797  

股份溢價  73,400  73,400  

其他儲備  21,496  7,584  

保留溢利  3,185,837  3,501,4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308,530  3,610.212  

非控股權益  402,547  363,008  

權益總額 3,711,077 
 3,973,220  

 

附註： 

1. 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基準 

 

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鑒於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較流動資產

多出 435,749,000 港元，本公司董事已仔細考慮本集團日後之流動資金狀況。本公司董事

認為本集團將繼續獲提供現有貸款融資，而銀行不會於報告期末起未來十二個月內撤回。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擁有若干資金來源，使本集團可及時償還責任及承擔。此外，經

計及本集團未抵押資產之賬面值，本集團將能提取未動用銀行信貸或向金融機構取得額外

融資。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本年度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就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提述修
訂，以及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二零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修訂本） 

重大性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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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此外，本集團已提早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修訂本）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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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續） 

 

本年度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續） 

 

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提述修訂，以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

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已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香港會計 

準則第 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 香港會計 

準則第 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香港詮釋第 5 號（2020）有關流動或非

流動負債分類及相關修訂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作業準則第 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的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的所
得款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8年至 2020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
度改進 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有待確定日期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除下文所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及修訂本不會對可見將來之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香港詮釋第 5號（2020）有關流動或非流動負債分類及相
關修訂本 

 

基於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尚未清償負債，應用該等修訂本將不會導致重

新分類本集團之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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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提呈至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用作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

評估用途的資料，為專注於分銷流動及資訊科技產品（香港及泰國）、物業投資及酒店營

運（日本及其他地區）及證券投資。分類負債並無呈列，因其並無報告予主要營運決策

者。 

 

分類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本年度按可呈報及經營分類之收益及業績的分析： 

 
  二零二零年  

  
分銷流動 

及資訊 

科技產品 

  
 

物業投資及 

酒店營運  證券投資  綜合 

 

  香港  泰國  日本  其他地區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類收益             

對外銷售  1,751,192  5,541,467  239,348  44,110  -  7,576,117  

分類溢利 

（虧損） 

 

16,792  194,636  (325,491 ) (104,636 ) 9,605  (209,094 ) 

             

攤佔聯營公司業績         6,313  

財務費用           (63,664 ) 

其他未分配收入         8,480  

未分配企業支出         (39,978 ) 
             
除稅前虧損         (297,943 ) 

 
  二零一九年  

  
分銷流動 

及資訊 

科技產品 

  
 

物業投資及 

酒店營運  證券投資  綜合 

 

  香港  泰國  日本  其他地區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類收益             

對外銷售  999,554  5,136,972  235,142  44,265  -  6,415,933  

分類溢利 

（虧損） 

 

20,588  147,521  78,589  53,834  (28,298)  272,234  

             

攤佔聯營公司業績         4,622  

上市支出           (6,029 ) 

財務費用           (72,010 ) 

其他未分配收入         12,313  

未分配企業支出         (53,353 ) 
             
除稅前溢利           157,777  

 

 分類溢利（虧損）指未分配中央行政費用及企業支出、上市支出、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財務費用及其他未分配收入的各個分類溢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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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淨額 21,282  1,50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20  (1,829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收益（虧損） 

 

8,015 

 

 

 

(31,181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24,445 ) (15,539 )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1,052 )   (339 ) 

訴訟及相關開支撥備撥回             -  30,000  

 
3,820  (17,384 ) 

 

 

5.       所得稅（抵免）支出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1,340  690  

   海外:     

      企業稅 47,838        39,228   

339,228 

 

      已宣派股息收入的預扣稅 1,638  1,559  

 50,816  41,477  

於先前年度不足額（超額）撥備     

香港 (75 )  2,272  

海外 403  (33 ) 

 328  2,239  

      51,144   43,716  

遞延稅項 (95,236 ) (7,151 ) 

 
(44,092 ) 36,565 

 

     

   

 根據兩級制利得稅，合資格集團實體首 2,000,000港元之溢利將按 8.25%之稅率徵收稅項，

溢利中超過 2,000,000 港元之部分將按 16.5%之稅率徵收稅項。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稅率資

格的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 16.5%之劃一稅率徵收稅項。 

 

 海外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日本企業稅乃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23.2% （二零一九年: 23.2%） 計算。根

據日本相關法律及法規，就日本附屬公司所賺取之溢利向當地投資者及海外投資者宣派股

息須分別按 20.42%及 5%之稅率繳納預扣稅。 

 

泰國企業稅乃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20%（二零一九年: 2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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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年度（虧損）溢利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虧損）溢利已扣除：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存貨撇減 7,068,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4,595,000港元）） 6,831,325  

 

5,752,95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731  24,96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019  11,421  

銀行借款及債券之利息 59,897  68,634  

租賃負債承擔之利息 1,991  1,649  

租賃按金之利息 1,776  1,727  

     

並已計入：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之 

    股息收入 
 

506  

 

83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之股息收入 1,083  2,052  

銀行存款利息收入 6,042  12,322  

 

 

 7. 股息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於年內確認分派之股息：     

     

末期股息，就截至二零一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年度已派合共每股 2.0 港仙 

    

（二零一九年：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年度每股 7.0港仙） 5,559  19,458  

     

本公司並沒有宣告或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股息。 

 

 

8. 每股（虧損）盈利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利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二零一九年：溢利）

310,035,000港元（二零一九年： 78,781,000 港元）及以下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計算。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虧損）的普通股 

加權平均數 277,966,666  277,966,666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盈利之計算並無假
設行使本公司之所有購股權及新龍移動集團有限公司（「新龍移動」）之購股權，乃因為
兩個年度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均高於本公司及新龍移動股份之平均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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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按金及預付款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按金及預付款項包括應收貨款及租賃款 1,140,984,000港元（二零

一九年：982,633,000 港元）。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收貨款及租賃款

（扣除信貸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30 日內 692,204  469,723  

31 至 90 日 312,534  426,720  

91 至 120 日 44,077  39,709  

超過 120 日 92,169  46,481  

 

應收貨款及租賃款 1,140,984 

 

982,633 

    

 

本集團制訂明確的信貸政策。接受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及決

定客戶信貸額。本集團亦會定期檢討客戶的信貸額。就銷售貨物而言，本集團向其貿易客

戶提供介乎 30 至 90 天的信貸期。惟並無向租賃物業的客戶給予信貸期，租金需於送遞付

款通知時繳付。亦無就逾期債務收取利息。   

 

10.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提款項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提款項包括應付貨款 644,691,000 港元（二零一九年：

525,265,000港元）。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列的應付貨款的賬齡分析。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30 日內 489,415  368,688  

31 至 90 日 137,924  144,271  

91 至 120 日 7,739  2,856  

超過 120 日 9,613  9,450  

 

應付貨款 644,691 

 

525,265 

    

購買貨物的平均信貸期為 30 至 60 日。本集團訂有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均於信貸期內繳

付。  

 

11. 資本承擔 

  二零二零年  二零一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以下項目已訂約但尚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 

資本開支： 

    

     

無報價權益工具之投資 234  780  

翻新投資物業 5,612  3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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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 

 

 

業務回顧 

 

本年度的情況前所未有見，面對冠狀病毒(Covid-19)、貿易戰及不穩定的金融市場，我們

舉步維艱。Covid-19大流行持續破壞世界各地的業務，復甦較預期需時更久。一年後，

我們仍處於大流行。 

 

本年度，收益增加 18%至 7,576,000,000 港元，毛利增加 14%，本集團錄得除稅後虧損

253,851,000 港元，主要由於來自其投資物業及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酒店住宿物業）

的公平值虧損 581,094,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公平值虧損 28,654,000 港元）。除公平值

虧損外，本集團所有業務均維持分類溢利。 

 

本集團的資產總值減少 2%至 9,120,000,000 港元。每股資產淨值由 14.3 港元減少至 13.4

港元。 

 

 

房地產投資業務 

 

本集團於年初在日本增加兩（2）間酒店物業，總數達至二十二（22）間。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日本所有物業的賬面值為 3,152,000,000 港元，而香港、新加坡及

泰國的投資物業價值為 1,653,000,000 港元。 

 

該分類收益包括日本、香港及新加坡的所有租賃收入以及日本酒店住宿物業的酒店業務

營運收入。年內來自房地產投資業務的租賃及酒店業務營運收入總額微升至

283,458,000 港元。 

 

大流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深遠。各國封關以遏止及控制大流行，日本在旅遊業及酒店業

遭受歷來最嚴重的危機。因此，本集團錄得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虧損 556,649,000 港元

（二零一九年：13,115,000 港元）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24,445,000 港元

（二零一九年：15,539,000 港元）。公平值變動本質上屬非現金。我們認為，該等物業

的長期價值仍屬正面。分類溢利（不包括物業公平值虧損及上市費用）為 150,967,000

港元，相較去年為 167,106,000 港元。 

 

 

分銷業務 

年內，分銷業務的收益總額自去年的 6,136,526,000 港元增加 19%至 7,292,659,000 港

元，主要由於積極擴大產品範圍及銷售渠道所致。在大流行期間，我們繼續表現良好，

增長來自新龍泰國及新龍移動。新龍移動扭轉去年虧損的局面，並在繼續拓展新業務渠

道的同時獲利。因此，分銷業務的分類溢利總額增加 26%至 211,24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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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資訊科技、證券及其他業務 

 

我們在孟加拉的聯營公司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ultants Limited（「ITCL」）業務

維持穩定，持續對本集團作出貢獻。有關業務繼續在市場上帶領及擴展電子支付服務。 

 

本集團的證券投資錄得分類溢利 9,605,000 港元，而去年則為虧損 28,298,000 港元。本

集團將繼續持有其證券投資組合，並在機會出現時尋求出售或投資有增長潛力的證券。 

 

 

展望 

 

Covid-19 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可能會持續到二零二一年。 

 

大流行肆虐全球經濟，嚴重影響許多行業的業務，尤其是與運輸、旅遊及酒店業有關的

行業。經過艱難的一年後，二零二一年有樂觀因素。全球加快推出疫苗，將有機會控制

Covid-19，逐步振興業務，並可導致全球經濟復甦，於可見未來恢復旅遊。 

 

為應對該等挑戰，在大流行下，董事謹慎前行。本集團將繼續配合市場變化謹慎地管理

其業務成本，並進行業務轉型，以面對不斷變化的生活模式及市場狀況。 

 

生活及業務營運將變得不再一樣。我們希望得以一掃陰霾，並在不久的將來恢復正常。 

 

 

財務回顧及分析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 9,119,715,000 港元乃由權益總額 

3,711,077,000 港元及負債總額 5,408,638,000 港元所組成。本集團的流動比率約為 0.88

而二零一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0.93。 

於二零二零年底，本集團有銀行存款結存及現金 1,245,843,000 港元（二零一九年：

1,122,850,000 港元），而其中 450,733,000 港元（二零一九年：454,759,000 港元）已抵

押予銀行以獲取銀行借款。本集團所需的營運資金主要以內部資源、銀行借款及債券撥

付。於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短期借款及債券為 2,671,667,000 港元（二零

一九年：2,472,273,000 港元）及長期借款及債券為 1,303,392,000 港元（二零一九年：

1,511,292,000 港元）。此等借款主要以日圓、泰銖、美元及港元計值，由銀行按浮動利

率收取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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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二零年十二月底，本集團有現金赤字淨額（銀行借款及債券總額減銀行結存及現

金和已抵押存款）2,729,216,000 港元（二零一九年：2,860,715,000 港元）。 

於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率（界定為銀行借款及債券總額除以權益總

額）為 107%（二零一九年：100%）。 

 

集團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已抵押存款 450,733,000 港元（二零一九年：454,759,000 港元），

賬面值為 4,199,372,000 港元（二零一九年：4,705,311,000 港元）的投資物業及賬面值為

307,627,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344,743,000 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已抵押予銀

行，以獲取授予本集團的一般銀行信貸以用作購買物業及營運資本。於二零一九年及二

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附屬公司股份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銀行授予本集團的

若干銀行信貸。 

 

僱員數目及薪酬、薪酬政策、花紅及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於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僱員人數為 765 人（二零一九年： 700 人），而

截至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支付及應付僱員的薪金及其他福利（不包括董

事酬金及購股權開支）為 175,944,000 港元（二零一九年：179,333,000 港元）。除公積

金供款及醫療保險外，本公司亦採納購股權計劃，並可授出股份予本集團合資格僱員。

董事相信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可以為僱員提供額外獎勵及利益，從而提升僱員的生產力

及對本集團的貢獻。截至二零二零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購股權獲行使。本集

團的薪酬政策將表現與回報掛鈎。本集團每年均檢討其薪金及酌情花紅制度。僱員薪酬

政策較去年並無重大變動。 

 

貨幣風險管理 

 

本集團若干購貨款項以美元計值。若干銀行結存乃以美元、澳元、新加坡元、日圓及人

民幣計值，而若干銀行借款乃以美元及日圓計值。該等貨幣為相關集團實體之其他功能

貨幣。本集團現時並無全面之貨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會監察貨幣波動風險，並已

訂立外幣遠期合約。於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平倉遠期合約名義值為

117,133,000 港元（二零一九年：226,239,000 港元），乃於報告日期以公平值計量。 

 

 

環境、社會及企業責任 

 

作為一間具社會責任的企業，本集團致力維持高要求之環境及社會標準，以確保其業

務可持續發展。本集團已遵守所有與其業務有關的相關法例及法規，包括就業、工作

環境條件、健康和安全及環境。本集團明白有賴所有人的參與及貢獻才能成就美好將

來，亦因此鼓勵僱員及其他持份者參與環境及社會活動，惠及整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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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其僱員維持緊密關係，加強與其供應商之間的合作，並為其客戶及零售商提

供優質產品及服務，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有關環境、社會與管治的詳情載於二零二零

年年報內之環境、社會與管治報告。 

 
 

企業管治 

 

除本集團二零一九年年報第 10 及 11 頁企業管治一節所披露之有關守則 A.2.1、A.4.1 及

A.4.2 條外，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整個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錄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規定。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對董事進行證券交易採納不低於上市規則附錄 10（「標準守則」）所載必守準

則條款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部董事進行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及本公司所採納之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立非執行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連同本公司的核數師審閱本公

司截至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採用的會計政

策及常規。本集團截至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業績公告內之財務數字已

經與本集團的外聘核數師協定同意。 

 

 

德 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同意，本集團於本初步公告中所載列於年

內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內所載

的數字乃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 

列的金額相符。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方面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進行的核證委 

聘，故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就本初步公告作出任何鑒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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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一直維持足夠公眾持股量。 

 

 

刊載業績公告及年報 

 

本業績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www.sisinternational.com.hk 及聯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刊載。本公司的二零二零年年報將於二零二一年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及於上述網站刊載。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我們忠誠奉獻的員工、客戶、供應商、業務合作夥伴、銀行、股

東及支持者致謝。在此充滿挑戰的環境中，我們能有效開展業務，此乃歸功於他們與

高級管理層團隊的努力。 

 

 

 代表董事會 

 新龍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行政總裁 

 林嘉豐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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