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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
期之比較數字。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所
審閱。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3 146,826,508 197,105,135
銷售成本 (118,198,533) (142,072,073)

毛利 28,627,975 55,033,062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8,798,746 1,604,920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已變現（虧損）╱收益 (2,096,017) 11,746,657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 
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虧損 (3,567,587) (6,053,820)

銷售及經銷成本 (10,140,288) (13,091,896)
行政及其他費用 (11,968,309) (14,708,230)
融資成本 4 (234,280) (184,575)

除稅前溢利 5 9,420,240 34,346,118
所得稅開支 6 (1,776,692) (4,900,841)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 7,643,548 29,445,277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 2.86港仙 11.03港仙

中期股息之詳情於財務報表附註7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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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本期間溢利 7,643,548 29,445,277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重新分類以損益入賬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8,571,161) (137,204)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 
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927,613) 29,30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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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1,256,656 211,454,734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9 2,311,811 1,750,519

非流動資產總計 203,568,467 213,205,253

流動資產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9 1,980,727 19,297,795
存貨 104,419,679 87,316,90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035,210 9,730,041
應收賬項 10 65,577,397 107,113,97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 115,367,716 94,352,977
可收回稅金 32,925 32,925

流動資產總計 293,413,654 317,844,622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2 20,802,218 45,681,821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37,445,498 42,069,606
帶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4,899,300 18,792,000
租賃負債 245,231 124,128
應付股息 21,360,384 –
應繳稅項 4,456,751 3,187,519

流動負債總計 99,209,382 109,855,074

流動資產淨值 194,204,272 207,989,5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7,772,739 421,19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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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65,935 –
遞延稅項負債 24,746,406 26,446,406

非流動負債總計 25,312,341 26,446,406

資產淨值 372,460,398 394,748,395

權益
股本 26,700,480 26,700,480
儲備 345,759,918 368,047,915

權益總額 372,460,398 394,74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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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賬 繳入盈餘 資產重估儲備 匯兌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建議股息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96,204,083 9,355,699 189,610,217 21,360,384 394,748,395

本期間溢利 – – – – – 7,643,548 – 7,643,548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率差額 – – – – (8,571,161) – – (8,571,161)

本期間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 – – (8,571,161) 7,643,548 – (927,613)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批准二零二一年末期股息 – – – – – – (21,360,384) (21,360,384)
宣派二零二二年中期股息 – – – – – (5,340,096) 5,340,096 –
宣派二零二二年特別股息 – – – – – (10,680,192) 10,680,192 –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96,204,083 784,538 181,233,477 16,020,288 372,460,398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89,162,400 4,634,830 158,353,260 20,025,360 350,393,862

本期間溢利 – – – – – 29,445,277 – 29,445,277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率差額 – – – – (137,204) – – (137,204)

本期間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 – – (137,204) 29,445,277 – 29,308,073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批准二零二零年末期股息 – – – – – – (20,025,360) (20,025,360)
宣派二零二一年中期股息 – – – – – (10,680,192) 10,680,192 –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89,162,400 4,497,626 177,118,345 10,680,192 359,67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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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26,052,948 22,329,69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751,395) (23,409,59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4,033,602) 6,691,13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淨額 21,267,951 5,611,242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8,407,654 45,253,420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59,643 (31,697)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 49,735,248 50,83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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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六而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以下與本集
團相關並於本期間在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履行合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與COVID-19有關的租金優惠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2018年至2020年週期

採納以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之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2. 經營分類資料
為有效管理，本集團按照彼等的產品劃分其業務單位，有以下兩個可報告經營分類：

(a) 精密零部件類別包括製造及銷售精密零部件包括按鍵、合成橡膠及塑膠零部件；
及

(b) 總部及其他類別包括本集團長期投資及總公司的收入及支出項目。

管理層（主要經營決策者）對本集團各經營分類之業績分別進行監察，以作出有關資源
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分類表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類之業績（其為經調整由持續經營除
稅前溢利之計量）予以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乃貫徹以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之計量，
惟銀行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不包含於該計量。

內部分類銷售及轉付乃參考銷售成本進行，並在綜合賬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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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精密零部件 總部及其他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客戶銷售 146,826,508 – 146,826,508

分類報告收入及收入 146,826,508 – 146,826,508

分類業績： 10,595,008 (1,504,995) 9,090,013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564,507
融資成本 (234,280)

除稅前溢利 9,420,240

其他分類資料：
其他收入及收益，除匯兌收益，淨額 3,092,610 193,794 3,286,404
折舊－物業、廠房及設備（除使用權資產） (4,384,107) (487,578) (4,871,685)
折舊－使用權資產 (313,216) (1,606,696) (1,919,912)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654,721 (142,379) 5,512,342
資本開支 (742,835) (8,560) (751,395)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公平價值虧損 (3,567,587) – (3,567,587)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已變現虧損 (2,096,017) – (2,09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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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精密零部件 總部及其他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客戶銷售 197,105,135 – 197,105,135

分類報告收入及收入 197,105,135 – 197,105,135

分類業績： 35,150,568 (1,362,698) 33,787,870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742,823
融資成本 (184,575)

除稅前溢利 34,346,118

其他分類資料：
其他收入及收益 1,603,981 939 1,604,920
折舊－物業、廠房及設備（除使用權資產） (4,130,456) (399,525) (4,529,981)
折舊－使用權資產 (446,487) (1,527,782) (1,974,269)
匯兌虧損，淨額 (1,760,150) – (1,760,150)
資本開支 (313,152) (1,550) (314,702)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公平價值虧損 (6,053,820) – (6,053,820)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已變現收益 11,746,657 – 11,74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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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主要客戶資料

來自精密零部件分類之收入佔本集團的收入多於10%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客戶A 33,843,464 83,370,016

客戶B 23,547,301 不適用*

* 相應客戶於相關期間並無貢獻本集團的收入多於10%。

地區資料

(a) 對外客戶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 4,093,205 4,316,528
中國大陸 14,479,993 15,150,359
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 75,796,052 123,487,520
北美洲 21,196,491 17,020,457
南美洲 1,042,906 1,902,094
歐洲 25,964,863 29,561,902
其他國家 4,252,998 5,666,275

總收入 146,826,508 197,105,135

以上收入資料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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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區資料（續）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 67,056,973 68,677,581
中國大陸 133,400,373 142,643,582
其他國家 799,310 133,571

201,256,656 211,454,734

以上非流動資產資料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但不包括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
金融資產。

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貨品銷售 146,826,508 197,105,135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564,507 742,823
模具收入 94,793 55,881
廢料及原料銷售 1,505,615 179,690
樣品銷售 779,426 473,191
匯兌收益，淨額 5,512,34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 77,955
已收津貼* 184,000 –
其他 158,063 75,380

8,798,746 1,604,920

總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155,625,254 198,710,055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協助業者因應COVID-19疫情，本集團從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收到一筆「保就業計劃」的津貼款18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收到此政府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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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233,094 163,729
租賃負債利息 1,186 20,846

234,280 184,575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員工開支* 49,164,264 51,163,091
折舊－物業、廠房及設備（除使用權資產）* 4,871,685 4,529,981
折舊－使用權資產* 1,919,912 1,974,26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19,386 (77,95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512,342) 1,760,150
銷售佣金 1,417,731 3,024,947

* 本期間之員工開支及折舊額分別39,650,202港元及4,832,244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39,441,841港元及4,635,335港元）已包含在簡明綜合利潤表之「銷售成本」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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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本期－香港
本期間支出 3,260,000 4,600,000
本期－香港境外
本期間支出 216,692 300,841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1,700,000) –

本期間稅項開支 1,776,692 4,900,841

香港利得稅已按本期間內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二一年：16.5%）
的稅率撥備。源於香港境外應課稅溢利的稅項已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受管轄區域的常用
稅率計算。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於本期間所佔：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 
（二零二一年：4港仙） 5,340,096 10,680,192
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4港仙 
（二零二一年：無） 10,680,192 –

16,020,288 10,680,192

於本期間批准以往年度所佔：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8港仙 
（二零二一年：7.5港仙） 21,360,384 20,02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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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7,643,548港元（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9,445,277港元）及本期間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
267,004,800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7,004,800股）計算。

因並無具潛在攤薄的普通股，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
基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利相同。

9.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會所會藉 680,000 680,000
遠期貨幣合約 1,631,811 1,070,519

2,311,811 1,750,519

流動資產
遠期貨幣合約 1,980,727 19,297,795

會所會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非上市投資指私募實體發出之會所會籍。於每個報告期末計
量其公平價值。此會所會籍之公平價值乃參考公開之格價資料。

按公平價值之遠期貨幣合約

本集團簽訂十三份（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一份）美元（「美元」）兌人民幣
（「人民幣」）總值31,721,578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511,764美元）的
遠期貨幣合同，遠期匯率範圍由每1美元兌6.630人民幣至7.110人民幣（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每1美元兌6.575人民幣至7.238人民幣）。該等遠期貨幣合同之到期
日範圍由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至二零二四年五月十六日（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由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至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五日）。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合同到期日就六份美元兌人民幣總值
16,413,930美元合同，及於合同到期日前就另外六份美元兌人民幣總值17,252,284美
元的遠期貨幣，因人民幣兌美元疲弱而錄得已變現虧損2,096,017港元（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六份總值16,014,676美元的遠期貨幣合同因人民幣兌美元
升值而錄得已變現收益11,746,65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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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續）
按公平價值之遠期貨幣合約（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該等遠期貨幣合同並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標準。該等非對沖
貨幣之衍生工具的公平價值之變更虧損為3,567,587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6,053,820港元）並已確認在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利潤表內。

10. 應收賬項
本集團與客戶買賣條款中，主要客戶都享有信用預提，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付款項。一
般發票需要在六十天內支付，良好信譽客戶可享有六十至九十天信用預提。每名客戶均
有信用額度。本集團對未償還應收款項有嚴緊控制及有信貸政策以減低信貸風險。高級
管理層會定期對逾期應收結餘作審閱。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在重大集中
信貸風險為40%（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9%）之結餘來自精密零部件分類的
一名客戶之應收款項。應收賬項為免息。該結餘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項按發票日期及減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48,969,626 102,194,936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15,638,418 4,890,406
一百八十天以上 969,353 28,634

65,577,397 107,113,976

11. 銀行結餘及現金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超過三個月原定到期定期存款 65,632,468 65,945,323
呈列於綜合現金流量表 49,735,248 28,407,654

115,367,716 94,35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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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項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20,783,516 45,644,564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234 22,285
一百八十天以上 18,468 14,972

20,802,218 45,681,821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發票日期之六十至一百二十天償還。

13. 購股權計劃
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已終止。自採納此購股權計劃以來，
並無授出、行使、註銷或放棄的購股權，而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
無未行使之購股權。

14.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3,752,854 3,610,91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9,000 18,000

支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總報酬 3,761,854 3,628,914

15. 財務報表之批准
董事會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批准及授權發佈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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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為慶祝本公司上市踏入二十五周年及答謝各股東的長期支持，董事建議於二零二二
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五）派發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4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及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港仙）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期
間（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內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
登記。為確保符合資格之股東獲派上述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
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
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約146,8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減少25.5%，整體之毛利額較去年同期減少48.0%至約28,600,000港元。本公司擁
有人所佔溢利約7,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9,400,000
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2.86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1.0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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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因烏克蘭戰爭、能源價格上漲、晶片短缺等因素令不確
定性增加。戰爭及高企能源價格導致全球通脹上升，削弱了消費者的消費意慾，令本
集團之主要客戶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銷售訂單放緩，新產品延遲在市場上推出。
此外，由於晶片短缺，若干主要客戶要求將銷售訂單的交付日期從二零二二年第二
季度推遲至下半年。因此，本集團之營業額與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另外，美元利
率上升加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因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人民幣貶值，本集團之遠期貨
幣合約錄得已變現虧損（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變現收益），儘管
如此，人民幣貶值令本集團在中國大陸之生產業務錄得匯兌收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匯兌虧損），將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本集團經營業績的影響降低，
有關遠期貨幣合約的機制在之前公佈的中期報告和年度報告中已作出說明。經營業
績亦包括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及二零二三年到期的遠期貨幣合約（為管理二零二二年
下半年和二零二三年人民幣波動對生產成本的影響）的未兌現公平價值虧損。此未兌
現公平價值虧損為非現金會計處理，對本集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現金流量無影響。

精密零部件分類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25.5%至約146,800,000港元，經營溢
利較去年同期減少至約10,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5,200,000港元）。上述經營溢利減少主要由於客戶銷售訂單減少（已於上文提及）。

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較二零二一
年同期下降8.4%至19.5%。由於銷售活動及相關運費減少，銷售及經銷成本減少
22.5%至約10,100,000港元。行政及其他費用減少18.6%至約12,000,000港元，主
要原因為去年同期的匯兌虧損因本期間人民幣貶值而變成匯兌收益。財務成本則維
持在約200,000港元。



19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續）
展望未來，本集團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的業務會持續受全球通脹壓力、經濟下行和晶
片短缺等問題而影響。儘管如此，本集團將致力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保持生產過程
的穩定，加強與供應商和加工商的合作，並改善生產和管理團隊。於二零二二年第二
季度，主要客戶已確認開發多款新產品，將於今年第四季度推出市場。此外，本集團
將繼續運用遠期貨幣合約，減低因人民幣匯價波動而對生產成本之影響。本集團有
信心在未來實現經營業績高質量發展。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日常營運資金
充裕。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及其香港之主要往來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所提供之
備用信貸作為其營運資金。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借貸總額，包括銀行所有貸款及進
出口貸款約15,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等值項目之結餘總額約115,4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貸款按浮動息率並以港元或美元結算為主，而本集團名下之業務營運亦以
該等貨幣為主。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債項淨值除以總資本加債項淨值之總和計算之負債
比率為-5.7%（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
負債比率為負值說明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即銀行結餘及現金多於其債務）。

本集團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機器及設
備作為租賃而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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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為267,004,800股普通股，而本集團
之總股東權益約372,500,000港元。

籌集資金

除了取得一般備用信貸以支付本集團之買賣需求外，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內概無資金籌集活動。

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895名僱員，其中約31名駐香港、約5名駐
海外及約859名駐中國大陸。

本集團主要根據目前業內慣例及勞工法例釐定僱員薪酬。

此外，本集團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於香港之所有僱員實施一項定額
供款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至於海外及中國大陸的僱員，本集團須要按照其當地政
府所營辦的中央退休金計劃，以僱員薪金的若干百分比作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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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
而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按董事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之股份權益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之長倉：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董事姓名 直接實益持有
全權信託
之創辦人 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之百分比

賴培和 33,438,000 *97,242,000 130,680,000 48.94
陳友華 20,000 – 20,000 0.00

* 賴培和先生之其他權益詳載於下文之「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
而存置之本公司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各董事在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概無擁有任何權益或短倉。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
間概無授予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藉收購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
取得利益之權利，而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
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此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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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已終止。自採納此購股權計劃以來，
並無授出、行使、註銷或放棄的購股權，而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概無未行使之購股權。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予存置
之權益登記冊所載，以下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長倉：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姓名
直接

實益持有人
配偶或

未成年子女
信託之
受益人 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Celaya (PTC) Limited（附註a） – – 97,242,000 97,242,000 36.42
Trident Corporate Services 

(B.V.I.) Limited（附註b） – – 97,242,000 97,242,000 36.42
賴耀鎮（附註c） 2,298,000 21,450,000 – 23,748,000 8.89
林蓮珠（附註c） 22,434,000 1,314,000 – 23,748,000 8.89

附註：

(a) Celaya (PTC) Limited以賴氏家族單位信託之受託人身份持有97,242,000股股份。賴氏家族單位信託
所有已發行單位由Trident Corporate Services (B.V.I.) Limited以賴氏家族信託（一全權信託，而賴培
和先生之子女乃全權信託受益人）之受託人身份持有。

(b) 此欄所指之股份與附註(a)所指之同一批股份有關。

(c) 林蓮珠女士為賴耀鎮先生之妻子，而賴耀鎮先生與賴培和先生則屬兄弟關係。林蓮珠女
士及賴耀鎮先生申報同一批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獲知會有任何人士（不包
括本公司董事之權益，載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在本公司股
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而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
之登記冊之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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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本期間內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除下述偏離者外，於中期報告所涵蓋的會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C.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而且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未區分，並由賴培和先生擔任。由於董事會將定期舉行會議，
以考慮影響本公司營運之重大事宜，因此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董事會與本公
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和授權失衡，並相信此架構能使本公司快速及有效制訂及推行
決策。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其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上市發行
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根據本公司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全體董事於整個期間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擁有一個按照上市規則第3.21條而設立的審核委員會，目的是對本集團財務
報表的流程和內部監控進行審閱和監督。審核委員會現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包括孔蕃昌先生、麥貴榮先生及李沅鈞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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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全部相關資料之本公司中期報告，將悉時刊登於香港交易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kpihl.com)。

代表董事會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賴培和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賴培和先生及陳友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孔蕃昌先生、麥貴榮先生及李沅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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