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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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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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二零二零

年之比較數字載列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0,999,242  7,576,117  

銷售成本  (10,316,437 ) (6,945,806 ) 
      
毛利  682,805  630,311  

其他收入  38,120  44,135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3 17,867  3,820  

分銷成本  (225,254 ) (190,863 ) 

行政支出  (153,186 ) (139,231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21,639 )      (556,649 ) 

根據預期信貸虧損模式確認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19,878 )      (32,115 ) 

攤佔聯營公司業績  7,751  6,313  

財務費用  (52,281 ) (63,664 ) 

      

除稅前溢利（虧損）  274,305  (297,943 ) 

所得稅（支出）抵免 4 (62,984 )  44,092  

      

本年度溢利（虧損） 5 211,321  (253,851 ) 

      

應佔本年度溢利（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15,106  (310,035  ) 

非控股權益  96,215  56,184  

   
211,321 

 
 (253,851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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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港仙  港仙  

每股盈利（虧損）   7     

       

-  基本   41.4  (111.5 ) 

       

-  攤薄   41.4  (111.5 )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溢利（虧損）  211,321  (253,8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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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31,666 ) (13,654 ) 

      

隨後可重新分類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附屬公司            (119,892     )            32,681         

- 聯營公司   (980 ) (162 ) 

      

  (120,872 ) 32,519  

本年度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152,538 ) 18,865  

本年度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58,783  (234,986 ) 

      

應佔本年度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334 ) (296,123 ) 

  非控股權益  61,117  61,137  

   

58,783 

 

 (234,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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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投資物業  4,110,724  4,452,242  

物業、廠房及設備  649,142  703,076  

使用權資產  31,675  47,153  

商譽  126,406  126,406  

聯營公司權益  105,092  113,32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  187,609  182,55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48,082    78,748  

遞延稅項資產  89,382  84,257  

其他財務資產  10,064  8,212  

其他資產  2,500  2,500  

  5,,360,676  5,798,470  

      流動資產      

存貨  1,359,475  661,795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按金及預付款 8 1,575,970  1,396,298  

應收一間聯營公司款項                   355  353  

衍生金融工具  394  -  

可退回稅項  519  5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  23,369  16,901  

已抵押存款  340,702  450,733  

銀行結存及現金  976,510  795,110  

  4,277,294  3,321,245  

      流動負債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提款項 9 1,180,060  976,548  

合約負債  13,005  33,654  

租賃負債  16,235  18,156  

預付租賃付款  1,693  1,883  

應付一間聯營公司款項  20  62  

衍生財務工具  -  2,078  

應付稅項  51,644  34,416  

銀行借款  2,736,121  2,596.684  

債券  -  74,983  

租賃按金  16,515  18,530  

  4,015,293  3,756,994  

流動資產 (負債) 淨額  262,001  (435,749 )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5,622,677  5,362,721  

       非流動負債      

租賃負債  48,708  71,002  

預付租賃付款  31,522  36,837  

銀行借款  1,160,335  1,086,566  

債券  262,783  216,826  

租賃按金  91,362  102,607  

遞延稅項負債  108,642  118,788  

退休福利承擔  20,415  19,018   

  1,723,767         1,651,644   
資產淨額  3,898,910  3,71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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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續） 

於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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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3 ) 21,496  

保留溢利  3,300,943  3,185,8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362,157  3,308,530  

非控股權益  536,753  402,547  

權益總額 3,898,910  3,711,077  

 

 

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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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並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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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階段 

 

此外，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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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集團已應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

釋委員會（「委員會」）之議程決定，其中已釐清於釐定存貨可變現淨值時應將實體成本

列入「就作出銷售屬必要之估計成本」。 

 

除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追加披露外，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
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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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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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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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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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入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修訂本）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新型冠狀
病毒相關租金寬減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

第5號（2020年）之相關修訂本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實務報告第 2 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的披露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因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相關遞延
稅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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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2018 年
至 2020 年）2 

 
1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除下文所述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新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於可見將來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第 5 號（2021 年）
之相關修訂本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償還負債，應用有關修訂本將不會導致本集

團之負債重新分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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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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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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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二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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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自客戶合約  

  收益 

 

2,950,624 
 

7,777,986 

 

48,658  -  -  10,777,268  

- 租賃投資物業  -  -  180,563  41,411  -  221,974  

對外銷售  2,950,624  7,777,986  229,221  41,411  -  10,999,242  

分類溢利 
 

48,825  251,200  5,891  50,273  14,302  370,491  

             

攤佔聯營公司業績         7,751  

財務費用           (52,281 ) 

其他未分配收入         565  

未分配企業支出         (52,221 ) 
             
除稅前溢利         27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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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自客戶合約  

  收益 

 

1,751,192 
 

5,541,467 

 

18,438  -  -  7,311,097  

- 租賃投資物業  -  -  220,910  44,110  -  26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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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分類溢利（虧損）並不包括攤佔聯

營公司業績、財務費用、其他未分配收入及未分配企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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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淨額 3,953  21,2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76  2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收益 

 

11,487 

 

 

 

8,01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24,445 )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收益（虧損） 2,351  (1,052 ) 

 
17,867  3,820   

 

 

4.       所得稅支出（抵免）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即期稅項 9,287  1,340  

    於先前年度超額撥備 -    (75 ) 

 9,287  1,265  

海外稅項:     

    即期稅項    65,763     47,838  

於先前年度（超額）不足額撥備  (136)   403  

    已宣派股息收入的預扣稅 1,222  1,638  

 66,849  49,879  

遞延稅項 (13,152 ) (95,236 ) 

 
62,984  (44,0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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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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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2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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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年度溢利（虧損）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溢利（虧損）已扣除：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存貨撇減 13,604,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7,068,000 港元）） 10,158,467  

 

6,831,32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2,338  27,731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164  12,019  

銀行借款及債券之利息 48,901  59,897  

租賃負債之利息 1,671  1,991  

租賃按金之利息 1,709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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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  

 

50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之股息收入 1,507  1,083  

銀行存款利息收入 2,395  6,042  

 

 

 6. 股息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確認分派之股息：     

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派付    

    末期股息 

    

（二零二零年：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派付每股 2.0 港仙） -  5,559  

     

本公司董事建議就截至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2.0 港仙（總

額 5,559,000 港元）並須待股東於即將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7. 每股盈利（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利 15,106,000 港元（二零

二零年：虧損 310,035,000 港元）及以下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計算。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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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利（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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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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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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款 1,347,609,000 港元

（二零二零年：1,140,984,000 港元）。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及付款通知日期呈列的應

收貨款及租賃應收款（扣除信貸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30 日內 1,218,277  692,204  

31 至 90 日 87,131  312,534  

91 至 120 日 20,429  44,077  

超過 120 日 21,772  92,169  

 

應收貨款及租賃應收款 1,347,609 

 

1,14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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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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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905,000 港元（二零二零年：

644,6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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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30 日內 601,228  489,415  

31 至 90 日 165,334  137,924  

91 至 120 日 3,156  7,739  

超過 120 日 18,187  9,613  

 

應付貨款 787,905 

 

64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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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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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建議向於二零二二年七月五日名列股東登記冊的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 2.0 港仙

（「末期股息」），以回饋股東的忠實支持。待股東於即將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批准

後，末期股息將於二零二二年七月二十一日以現金派付。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零二二年七月四日及七月五日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不會進 

行股份轉讓。如欲符合獲派截至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擬派末期股息的資 

格，須於二零二二年六月三十日下午四時前將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 

樓。 

 

 

業務回顧 

 

年內，Covid-19 大流行繼續肆虐，其中 Delta 及 Omicron 新冠病毒變異病毒更於世界各

地再度蔓延，對許多企業造成打擊及不確定性，多個國家更因此實施更嚴格的入境限

制。 

 

儘管面對充滿挑戰的經濟及營商環境，本集團仍然錄得理想業績。我們謹此與我們股東

分享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收益增加 45%至 10,999 百

萬港元，毛利增加 8%。本集團錄得除稅後溢利 211,321,000 港元，主要由於投資物業公

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之 556,649,000 港元顯著減少以及分銷業務表

現改善所致。 

 

本集團之資產總值增加 6%至 9,638 百萬港元。每股資產淨值由 13.4 港元增加至 14.0 港

元。 

 

 

分銷業務 

 

年內，分銷業務之收益總額自去年之 7,292,659,000 港元增加 47%至 10,728,610,000 港

元，主要由於泰國及香港分銷業務之收益增加。新龍泰國之收益增加 40%及為本集團貢

獻 251,200,000 港元分類溢利。新龍移動為本集團貢獻之收益及溢利分別增加 95%及

207%。我們繼續擴大我們之產品組合及擴展至新業務渠道。因此，分銷業務之分類溢

利總額增加 42%至 300,025,000 港元。 

 

 

房地產投資業務 

 

年內，本集團出售於新加坡之一項商用物業並獲利。於日本之酒店物業數目維持於二十

二（2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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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仍然未能平伏；隨著 Omicron 病毒肆虐，引致實施更嚴格之入境限制以防控傳染

性更高之 Omicron 變異病毒，令日本之旅遊、觀光及酒店業務大受打擊。本集團之房地

產及酒店業務因投資物業公平估值變動而錄得虧損總額 21,639,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

556,649,000 港元）。然而，我們相信該等物業之長期價值仍然亮麗。 

 

年內，來自分類業務之租賃及酒店營運收入總額減少 5%至 270,632,000 港元（二零二零

年：283,458,000 港元）。分類溢利（不包括物業公平值變動）減少 39%至 77,803,000 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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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為本集團貢獻

7,176,000 港元。有關業務繼續擴展及領導電子支付服務。 

 

本集團的證券投資錄得分類溢利 14,302,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9,605,000 港元。 

 

本集團將繼續定期檢討並在機會出現時尋求出售或投資有增長潛力的證券。 

 

 

資產管理 

 

憑藉數十年來涉足科技業務所得優異成績，年內，本集團之資產管理部門已成立名為

SiS Cloud Global Tech Fund 8 之私募基金 — 一個投資及共同投資具有優異前景之科技公

司及基金之新科技基金。此基金尋求投資於雲計算、SaaS 及保安公司。此外，因應新加

坡交易所及香港聯交所容許公司透過 SPAC（特殊目的收購公司）在交易所上市，我們

亦已成立 SiS SPAC Investment Fund，以投資於 SPAC 首次公開發售及 SPAC 股份，為

認可投資者及機構提供機會透過我們的 SPAC 基金以投資於上市 SPAC。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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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業，加上通脹上升、歐洲地緣政治關係緊張、供應鏈受阻及 Omicron 新冠病毒變異病

毒再度蔓延，進一步令全球經濟前景及經濟復甦蒙上陰影。 

 

董事將會謹慎前行。疫苗接種率加速上升及多個國家進入 Covid 後復甦階段並開放邊

境，將會帶動社會及經濟活動重返正常階段。本集團之靈活、敏銳及回應以及應對挑戰

之能力將令本集團立足有利位置。本集團將繼續因應市場情況微調及管理其業務成本。

本集團將繼續於出現增長機會時進行識別及尋求有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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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及分析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 9,637,970,000 港元乃由權益總額 

3,898,910,000 港元及負債總額 5,739,060,000 港元所組成。本集團的流動比率約為 1.07

而二零二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0.88。 

 

於二零二一年底，本集團有銀行存款結存及現金 1,317,212,000 港元（二零二零年：

1,245,843,000 港元），而其中 340,702,000 港元（二零二零年：450,7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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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短期借款及債券為 2,736,121,000 港元（二零

二零年：2,671,667,000 港元）及長期借款及債券為 1,423,118,000 港元（二零二零年：

1,303,3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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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二一年十二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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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2,027,000 港元（二零二零年：2,729,216,000 港元）。 

於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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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二零年：107%）。 

 

 

集團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已抵押存款 340,702,000 港元（二零二零年：450,733,000 港元），

賬面值為 4,009,163,000 港元（二零二零年：4,199,372,000 港元）的投資物業及賬面值為

432,137,000 港元（二零二零年：466,6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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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二零年及二

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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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僱員人數為 838 人（二零二零年： 765 人），而

截至二零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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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73,000 港元（二零二零年：175,9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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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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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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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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平倉遠期合約名義值為

111,657,000 港元（二零二零年：117,1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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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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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二一

年年報內之環境、社會與管治報告。 

 

 

企業管治 

 

除本集團二零二零年年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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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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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截至二零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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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零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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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零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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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夠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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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二零二一年年報將於二零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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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林嘉豐先生、林家名先生、林惠海先生及林慧蓮女士為執行董事；李
毓銓先生、王偉玲小姐及馬紹燊先生為獨立非執行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