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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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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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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O HEUNG HOLDINGS LIMITED
稻香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73）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佈

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減少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388,477 3,905,708 (38.8%)

年內溢利╱（虧損） (55,383) 135,804 (140.8%)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57,956) 124,968 (146.4%)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5.70) 12.29 (146.4%)

建議每股末期股息 3.00 3.50 (14.3%)

食肆及餅店數目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28 137

於本公佈日期 12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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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本人謹代表稻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稻香」或「本集團」）董事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集
團全年業績。

去年飲食業受到疫情的嚴重打擊。自二零一九年年底爆發新冠肺炎後，為防止
人群聚集及出外用餐，政府實施嚴謹的社交隔離措施。這些政策嚴重影響消費
氣氛，對整個飲食業（包括本集團在內）構成打擊。雖然本集團的香港業務受到
沉重打擊，但中國內地的業務表現在下半年有所改善。雖然內地的食肆需於第
一季度暫停營業，然而業務於第三及第四季逐漸好轉，表現更勝去年同期。業
績改善全賴管理層快速果斷地採取各項措施以減輕疫情對中港兩地業務的影
響，包括針對外賣市場而設計改善外賣餐單、改善外賣食物包裝，以及全面覆
蓋各種分銷途徑。另外，本集團亦為各種節慶設計外賣到會餐單，並以長期供
應若干產品為目標。本集團亦投入時間精力發展包裝食物業務，使相關收入上
升，於回顧年度佔總收益約11%。為接觸更多香港和內地顧客，本集團充份利
用線上線下各渠道，包括7-11便利店、HKTVMall、天貓、京東等等。本集團同時
進軍海外市場，包括越南，並以澳洲為下一個目標。

食肆營運方面，我們迎難而上，致力為顧客提供更佳的用餐體驗和服務質素。
本集團已作好準備，將抓緊市場復甦帶來的機遇。

未來，本集團將努力擴大中國內地城市的據點。除了現時佔中國內地營運收益
65%的廣東省之外，本集團亦會進軍其他城市，特別是中國中部及西部，我們
相信當地人口消費力強勁，故此具有龐大的潛力。至於香港市場，本集團將繼
續整合網絡及強化品牌，包括擴展吸納較高收入的顧客群。

整體而言，我們相信疫情平息後，香港及中國內地的餐飲行業將面對嶄新的消
費模式。本集團正率先開拓周邊業務，並致力多元化發展，包括豐富產品選擇
及擴大包裝食品的分銷渠道。此外，本集團將致力發展外賣到會服務，以把握
其龐大市場機遇。另一個重要的目標是通過線上訂購包裝食物和外賣服務，進
一步擴大中國內地市場的覆蓋率。長遠來說，本集團期望加強全國的整體覆蓋
率和業務據點，同時以包裝食品業務進一步開拓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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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努力塑造更美好未來的同時，不會忘記在多事之秋，一直陪伴稻香的各
位盟友，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在疫情下對飲食業的關注，並發放津貼和採取相
關措施以降低疫情帶來的影響。

本集團將全力促進香港及中國內地的中餐食肆營運，務求緊貼最新的市場發
展，謹慎但積極地管理營運，以克服當前的困難，同時為未來作好充份準備，
以迎接市場各種挑戰。

稻香集團三十年 稻豐碩成穗 香味情味濃

踏進2021年，我們將慶祝稻香集團成立30周年。集團三十而立，就像稻田轉眼
而長出結實累累的稻穗，傳來濃濃的香味情味。集團深耕三十年，一直本著「肯
捱‧肯搏‧肯創新」的精神，不斷與時俱進，志在粵菜傳承發展，同時心懷顧
客、員工、股東及行業的福祉，將稻香品牌成就為味道濃、人情味更濃的企業。

鳴謝

我想藉此機會感謝管理層和員工的努力和對稻香的貢獻。同時感謝各業務夥
伴、顧客及股東在過去艱難的一年依然鼎力支持我們。

主席
鍾偉平

香港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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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於回顧年內，由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產生的不利影響未見減退跡象。本集團
與其他餐飲同業一樣承受巨大壓力，業績因而錄得虧損。在香港，本集團的餐
廳業務受到嚴格社交距離措施的嚴重影響。在中國內地，在政府大力控制和打
擊病毒傳播下，當地餐飲行業從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開始復甦。然而，由於普
遍營商環境仍然充滿挑戰，本集團制訂及實施多項策略以應對市場情況，從而
改善營運模式及加強周邊業務，包括迎合網上消費及購物趨勢。

財務業績

回顧年內，本集團的總收益為2,388,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3,905,700,000港元），
按年下跌38.8%。毛利率（界定為總收益減已售存貨成本除以總收益）為65.4%（二
零一九年：66.8%）。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58,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溢利
125,000,000港元）。雖然中國內地業務收益貢獻佔比錄得顯著增長，香港業務仍
是本集團最大的收益貢獻來源，佔總收益53.0%（二零一九年：61.1%），中國內地
業務則佔47.0%（二零一九年：38.9%）。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3.0港
仙（二零一九年：3.5港仙）。

香港業務

香港業務的收益為 1,265,4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386,600,000港元）。除利息、
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為218,1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401,300,000

港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45,2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溢利61,200,000

港元）。

於回顧年內，由於政府實施嚴謹的社交隔離措施及於某段日子禁止晚市堂食，
香港業務面對嚴峻挑戰。有見及此，本集團致力開拓早市、午市、外賣和外送
服務相關的市場機遇。堂食營運方面，本集團在旗下食肆引入手機點餐系統，
並使用「茶車」，讓顧客在用膳期間可自行沖泡茗茶，不單有助優化人手，亦提
升餐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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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付充滿挑戰的營商環境，本集團與多個外送平台結成策略性合作夥伴關
係，包括戶戶送、Foodpanda及The Gulu，藉此鞏固銷售渠道，同時旗下食肆在晚
上繼續營業以提供外賣服務。此外，為吸引堂食及外賣顧客，本集團調整餐單
以提供受顧客歡迎的食品，例如阿拉斯加蟹、煲仔飯、盆菜、專為聖誕節、農曆
新年及冬至而設的節日美食以及團體膳食。本集團亦採用具吸引力的包裝，
確保食品得到妥善包裝之餘，亦能夠達到保溫和美觀的效果。單均銷售金額的
增加以及外賣和外送業務的銷售量增加均證明上述種種努力受到了顧客的認
可。值得注意的是，本集團相信該些業務即使在疫情過後佔收入的比重也會上
升，因此將繼續致力發展相關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共經營 46家食肆（二零一九年：
49家）。本集團將繼續重組及和整合旗下食肆網絡，以提升營運效率及維護業
務穩定性，藉此進一步鞏固本集團作為著名中式餐飲集團的聲譽和地位。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共經營 13家泰昌餅家（二零一九
年：17家），於新加坡共經營 8家泰昌餅家（二零一九年：4家）。有見東南亞地區
的業務表現、人口結構及消費力理想，以及對疫情控制亦較佳，本集團更積極
發展泰昌餅家的海外業務。本集團的目標是於新的財政年度內在新加坡開設
最少兩家分店，並進軍馬來西亞市場。

中國內地業務

於回顧年內，來自中國內地業務的總收益為1,123,1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1,519,100,000港元），EBITDA為190,7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329,600,000港元）。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 12,8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溢利63,800,000港元）。

在中國內地政府領導之下，疫情於二零二零年初起續漸得到控制，因此本集團
主要僅在財政年度第一季度受到疫情打擊。於第二季度末時，本集團旗下食肆
的表現已經有所改善，隨後表現更優於去年同期。此外，由於本集團有效地善
用多個受歡迎的平台，例如大眾點評、美團及餓了麼，外賣及外送業務表現理
想。

為改善盈利，本集團採取不同的方法控制成本，包括與業主磋商更具競爭力的
租賃條款。此外，本集團亦加強員工培訓，使他們能夠勝任各種工作，從而提
高效率，對本集團的整體營運產生正面的連鎖效應。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合共經營48家食肆（二零一九
年：46家），以及21家「烘焙達人」餅店（二零一九年：25家）。本集團將加倍努力
擴大店舖網絡，務求把握中國內地業務的機遇，目前計劃於二零二一年將開設
最少6家新食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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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業務

本集團的冷凍和包裝食品業務於回顧年內表現理想，收益為254,000,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218,500,000港元），按年增長 16.2%，佔本集團總收益 10.6%（二零一九
年：5.6%）。本集團早已留意到有關食品日漸受歡迎，因此迅速與本地大型超市
及網上購物平台合作。除本地市場外，本集團將繼續開拓海外市場，尤其是東
南亞市場，以維持業務增長。

至於本集團旗下三間位於綜合大樓內的自營超市，銷售額增長約27%。本集團
相信，憑藉其成熟的冷凍和包裝食品生產線，該等業務有潛力於未來繼續為本
集團帶來更多收益。

鑒於冷凍和包裝食品業務的銷情理想，本集團將制定策略以加快擴展該業務，
成為未來發展重點之一。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資產約2,943,9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061,300,000港元），而權益總值則約1,594,800,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637,300,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約 561,200,000

港元。扣除計息銀行借貸總額約 272,500,000港元後，本集團的現金盈餘淨額約
288,7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負債比率（界定為計息銀行借貸總
額除以股東權益總額）為17.3%（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本開支196,700,000港元，而於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承擔約 17,600,000港元。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主要
為本集團的新食肆、現行食肆及物流中心的裝修工程有關。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提供銀行擔保以代替租金及公用服
務按金的或然負債為約24,8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6,9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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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及採購主要以港元（「港
元」）及人民幣（「人民幣」）為單位。

人民幣乃不能自由兌換的貨幣，其未來匯率可因中國政府所施加的管制而較
現時或過往的匯率大幅波動。匯率亦可受本地及國際經濟發展及政治轉變以
及人民幣的供求所影響。人民幣兌港元升值或貶值，均可影響本集團的業績。

本集團現時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將密切監察外幣匯兌風險，並適
時安排外匯遠期合約來減低外幣匯兌風險。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6,005名僱員。為吸引及留用優秀員
工以維持本集團的順利營運，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參照市場情況
以及個人資歷及經驗）及多項內部培訓課程。薪酬待遇會作定期檢討。

此外，本集團亦已採納購股權計劃，藉此向合資格僱員授出若干可認購本公司
普通股的購股權，以獎勵彼等過往及日後可能對本集團發展作出的貢獻。於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約 10,400,000份購股權尚未獲
行使。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約15,100,000港元的銀行存款、約
48,500,000港元的使用權資產、約31,300,000港元樓宇以及約20,500,000港元的投資
物業，以取得授予本集團的銀行信貸。

前景

於過去的財政年度，本集團致力調整及完善其業務模式。因此，儘管面對20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本集團仍能夠展現出強大的應變能力。由
於短期前景仍然低迷，本集團將汲取過往市場低迷期間的營運經驗，採取嚴謹
的成本控制措施，並開拓具潛力的商機，以維持其業務表現。由於疫苗已經陸
續推出，而且中國內地的經濟復甦強勁，管理層對本集團未來業績表現持審慎
樂觀的態度。在新常態之下，本集團將把握不斷湧現的新商機。憑藉稻香的品
牌價值、強大的網絡及豐富的資源，本集團將繼續全面提升業務營運，包括線
上線下的營運能力，務求長遠為股東帶來持續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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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稻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稻香」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
並附上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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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388,477 3,905,708

銷售成本 (2,356,715) (3,409,940)  

毛利 31,762 495,76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213,500 106,748

銷售及分銷開支 (90,047) (105,078)

行政開支 (168,418) (198,253)

其他開支 (27,893) (66,486)

融支成本 5 (36,921) (42,977)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淨額 5,600 666  

稅前溢利╱（虧損） 6 (72,417) 190,388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17,034 (54,584)  

年內溢利╱（虧損） (55,383) 135,804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57,956) 124,968

非控股權益 2,573 10,836  

(55,383) 135,804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港仙） 9 (5.70) 12.29  

－攤薄（港仙） 9 (5.70)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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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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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溢利╱（虧損） (55,383) 135,80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隨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62,520 (13,420)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7,137 122,384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3,039 111,942

非控股權益 4,098 10,442  

7,137 12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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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86,363 897,786

使用權資產 760,951 883,295

投資物業 25,100 29,400

商譽 39,556 38,677

其他無形資產 – –

聯營公司權益 8,378 5,084

遞延稅項資產 112,583 86,549

租賃按金 74,393 89,374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訂金 84,878 31,910  

非流動資產總額 1,992,202 2,062,075  

流動資產
存貨 163,272 170,867

交易應收款項 10 26,469 43,50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9,510 144,259

可收回稅額 11,826 1,690

已抵押存款 15,052 13,875

受限制銀行存款 4,344 4,10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61,243 620,940  

流動資產總額 951,716 999,238  

流動負債
交易應付款項 11 91,557 119,87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12,570 247,192

計息銀行借貸 272,500 153,100

租賃負債 215,610 246,641

應付稅項 5,024 20,118  

流動負債總額 797,261 786,923  

流動資產淨值 154,455 212,3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46,657 2,27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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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028 11,741

租賃負債 518,321 606,408

遞延稅項負債 19,469 18,950  

非流動負債總額 551,818 637,099  

資產淨值 1,594,839 1,637,291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01,661 101,661

儲備 1,470,576 1,503,338  

1,572,237 1,604,999

非控股權益 22,602 32,292  

權益總額 1,594,839 1,63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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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當中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則編製。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
編製，惟投資物業乃按公平值計量除外。此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
價值均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至最近千位數。

2.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及下列經修訂
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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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指標變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除下文所述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外，採納上述經修訂準則對該等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為承租人提供一個實際可行權宜方法以選擇不就COVID-19

疫情之直接後果所產生之租金寬減應用租賃修訂會計處理。該實際可行權宜方法僅適
用於COVID-19疫情直接後果所產生之租金寬減，且僅當 (i)租賃款項之變動使租賃代價有
所修訂，而經修訂之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少於緊接變動前之租賃代
價；(ii)租賃款項之任何減幅僅影響原到期日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的付款；及
(iii)租賃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該修訂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追溯有效，並允許提早採用。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COVID-19疫情，出租人寬減或免除本集
團若干食肆及餅店物業的部分租賃付款，而租賃條款並無其他變動。本集團已於二零二
零年一月一日提早採納該修訂，並選擇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就出
租人因COVID-19疫情而授出之所有租金寬減應用租賃修訂會計處理。因此，租金寬減而
導致之租賃款項減少52,882,000港元，已通過終止確認部分租賃負債將其作為可變租賃款
項入賬，並計入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損益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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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透過連鎖式食肆及餅店提供餐飲服務。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向本集團主要
營運決策人（即行政總裁）報告的資料集中於本集團的整體營運業績，因為本集團的資源
為已整合及並無分散的經營分部財務資料。因此，並無呈列經營分部資料。

地區資料

以下表格呈列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地區市場來自外
部客戶的收益以及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非
流動資產的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65,392 2,386,557

中國內地 1,123,085 1,519,151  

2,388,477 3,905,708  

上述的收益資料是根據客戶所在地而釐定。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683,318 816,246

中國內地 1,121,908 1,069,906  

1,805,226 1,886,152  

上述的非流動資產資料是根據資產所在地而釐定，且不包括財務資產及遞延稅項
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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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食肆及餅店營運 2,040,420 3,558,810

銷售食品及其他項目 253,976 218,518

家禽養殖場營運 94,081 128,380  

2,388,477 3,905,70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0,603 11,588

政府補助 166,127 55,138

總租金收入 555 2,224

贊助費收入 1,535 2,023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收益淨額 8,274 2,447

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 208

終止租賃收益 17,869 479

租賃變更收益 145 –

外匯差額淨額 1,902 –

一間附屬公司前非控股股東損失賠償 – 22,881

其他 6,490 9,760  

213,500 106,748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4,066 3,386

租賃負債利息 32,855 39,591  

36,921 4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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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的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825,976 1,296,177

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折舊 174,849 194,860

使用權資產折舊 269,478 302,659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 4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花紅 722,734 1,042,86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定額供款計劃） 34,437 73,263  

757,171 1,116,124  

出售投資物業虧損 100 –

交易應收款項減值淨額 310 1,231

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減值 7,204 28,076

使用權資產減值 12,016 31,113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 – 850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2,702 –

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撇銷 2,883 1,116

虧損性合約撥備 2,678 –  

7.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年內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一九年：16.5%）的稅
率計提，惟本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為兩級溢利下的合資格實體自二零一八╱二零一九課
稅年度起生效的稅率制度。該附屬公司的首2,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000,000港元）的
應課稅利潤稅率為 8.25%，餘下的應課稅利潤稅率為 16.5%。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
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年內支出 865 14,81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84) (445)

即期－中國內地 6,202 14,457

遞延 (23,717) 25,759  

年內總稅項開支╱（抵免） (17,034) 5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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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無（二零一九年：每股普通股6.00港仙） – 60,997

擬派末期－每股普通股3.00港仙（二零一九年：3.50港仙） 30,490 35,581  

30,490 96,578  

年內擬派末期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9.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照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及年內已
發行的本公司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016,576,491股（二零一九年：1,016,611,000股）計算。

由於尚未獲行使的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對每股基本盈
利╱（虧損）作出攤薄調整。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方式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的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57,956) 124,968  

股份數目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的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16,576,491 1,016,611,000  

10. 交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應收款項 30,156 46,884

減值 (3,687) (3,377)  

26,469 4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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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客戶的買賣主要以現金及信用卡結算。本集團給予若干客戶為期30日至90日的
期。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尚未清還的應收款項，將信貸風險降至最低。高級管理人員亦
會定期審核逾期結餘。基於上述理由，加上本集團交易應收款項來自大量不同顧客，故
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交易應收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保
證。交易應收款項為免息。

於報告期末，交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20,157 31,403

一至三個月 5,204 11,658

超過三個月 1,108 446  

26,469 43,507  

11. 交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交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79,743 106,037

一至兩個月 3,399 6,362

兩至三個月 2,216 704

過期超過三個月 6,199 6,769  

91,557 119,872  

交易應付款項為免息，一般須於六十天內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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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股息

為答謝本公司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董事已宣佈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向
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00港仙。

暫停股東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下列期間暫停股東過戶登記：

(i)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包括首
尾兩天），以確定有權出席二零二零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
東。為符合資格出席二零二零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
分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以辦理登記手續；及

(ii)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以確定有權獲派擬派末期股息之股東。
為符合資格獲派擬派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
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於上述 (i)及 (ii)段落闡述之期間不會辦理股份轉讓。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惟對於守則之守則條文第
A.2.1條有所偏離除外。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
之角色須加以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目前，本公司並未遵守守則條文第
A.2.1條，即主席與行政總裁職位並未區分。鑑於鍾偉平先生自成立以來一直經
營和管理本集團，董事會認為，讓鍾偉平先生同時擔任有效管理和業務發展的
角色符合本集團的最大利益。因此，董事會認為在此情況下偏離守則第A.2.1段
的規定乃屬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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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確
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一直遵守守則所
載的規定標準。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已於聯交所購回263,000股股份的權
益。購回的股份隨後於二零二一年一月被本公司註銷。有關購回股份的詳細披
露如下：

購回日期 購回股份數目 每股股份購回作價
最高 最低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日 113,000 0.86港元 0.85港元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50,000 0.82港元 0.82港元

除上述所披露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的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九日遵照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檢討
及監督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系統及發牌事宜。目前，審核委員會的
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麥興強先生及陳志輝教授以及非執行董事陳裕光先
生，該委員會由麥興強先生擔任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
並認為本公司已遵守適用的會計準則及規定以及作出充分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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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核數師於本初步公告之工作範疇

本公司核數師已將本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報表及其相關附註
之數字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初稿
所載之金額比較，而該等金額核對一致。本公司核數師就此方面所進行之工作
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
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之核證聘用，故並未對本初步公告作出任何核證。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五舉行二零二零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召開二零二零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刊發及寄發予股東。

在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 公 佈 電 子 版 將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taoheung.com.hk )。

承董事會命
稻香控股有限公司

鍾偉平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鍾偉平先
生、黃家榮先生、何遠華先生及鍾震峰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方兆光先生及陳
裕光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志輝教授、麥興強先生及吳日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