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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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alco.com.hk

（股份代號：328）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較去年同期：

• 營業額增加1億2千8百萬港元或28%

• 毛損減少1千3百萬港元或14%

• 淨虧損減少5千9百萬港元或27%

• 影音營業額保持相若，而筆記型電腦營業額增加139%

• 對北美洲之依賴減少。北美洲所佔營業額之百分比自77%減少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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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o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589,759 462,113
銷貨成本 6 (666,731) (552,017)

毛損 (76,972) (89,904)
其他收入 5 29,467 1,697
銷售開支 6 (50,812) (56,034)
行政開支 6 (39,707) (59,797)
其他經營開支 6 (2,809) (4,468)
就使用權資產減值撥備 (12,065) –

經營虧損 (152,898) (208,506)
財務收入 94 857
財務成本 (5,450) (8,182)

除所得稅前虧損 (158,254) (215,831)
所得稅開支 7 (2) (1,194)

期內虧損 (158,256) (217,025)

以下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股東 (158,031) (216,786)
－非控股權益 (225) (239)

(158,256) (217,025)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8 (21.9港仙) (30.0港仙)
－攤薄 8 (21.9港仙) (30.0港仙)

股息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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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58,256) (217,025)

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4,400) 12,907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62,656) (204,118)

以下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東 (162,431) (203,879)
－非控股權益 (225) (239)

(162,656) (20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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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1,990 140,223
投資物業 82,052 55,800
使用權資產 64,456 65,66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45,226 56,817

323,724 318,501

流動資產
存貨 745,090 336,572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11 445,756 442,155
其他流動資產 459 459
可收回即期所得稅 13,041 13,856
現金及現金等值 85,509 104,481

1,289,855 897,52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12 491,009 128,679
即期所得稅負債 4,900 4,961
租賃負債 29,790 31,050
銀行借貸 266,082 157,370

791,781 322,060

流動資產淨值 498,074 575,46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21,798 893,964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72,324 72,324
儲備 455,619 609,250

527,943 681,574
非控股權益 (879) (654)

總權益 527,064 680,920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 12 5,306 4,666
租賃負債 45,228 47,178
股東貸款 244,200 161,200

294,734 213,044

總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821,798 89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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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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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編製。

本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除本集團已採用若干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2. 會計政策變動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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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與COVID-19有關的租金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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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
或本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資料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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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資料

誠如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中附註2.1(c)所披露，董事已採取若干計劃及措施緩解流
動資金壓力，改善其財務狀況及應對COVID-19的潛在影響。與去年同期相比，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財務業績有所改善。

管理本集團之流動資金需求時，本集團監察及維持現金及現金等值水平及透過信貸及銀行融資取得的資金，以及
根據本集團與梁偉成先生（本集團主席）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訂立的出資承諾契據自梁先生獲得的資金。

本集團與本集團之主要銀行就本集團之業績持續進行溝通。根據我們的最近期溝通，我們認為本集團將獲得可
持續動用之現有銀行融資。

於期結日之後，本集團就物業出售訂立臨時買賣協議。該交易預計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末前達成，我們將從出售
事項中收取約36,48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淨額，有關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為改善本集團之經營表現及減輕其流動資金風險，管理層將繼續採取措施，通過各種舉措來提高盈利能力及現
金流，包括改進生產過程以降低生產成本、加強對存貨及採購的控制以提高營運資金需求、優化採購計劃以避免
短缺以及就降低關鍵零件的成本及改善交易條款而展開磋商，並與其業主磋商租金優惠，以減輕COVID-19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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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a) 按產品分析之分類

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台灣及香港營運，並主要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消費電子產品
（包括影音產品及筆記型電腦產品）。

影音產品 － 設計、製造及銷售消費電子產品，包括音響、影像及平板電腦產品

筆記型電腦產品 － 設計、製造及銷售商業筆記型電腦及個人電腦產品

本集團的分類間交易主要包括附屬公司間的配件銷售。該等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及條件訂立，有關條款
亦適用於概無關聯的第三方。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影音產品

筆記型

電腦產品 抵銷 總額 影音產品
筆記型

電腦產品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業績

外部銷售 363,321 226,438 – 589,759 367,356 94,757 – 462,113
內部分類銷售 4,537 435 (4,972) – 4,881 30,905 (35,786) –

367,858 226,873 (4,972) 589,759 372,237 125,662 (35,786) 462,113

分類業績 (74,553) (78,345) (152,898) (105,932) (102,574) (208,506)
財務收入 94 857
財務成本 (5,450) (8,182)

除所得稅前虧損 (158,254) (215,831)
所得稅開支 (2) (1,194)

期內虧損 (158,256) (217,025)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股東 (158,031) (216,786)
－非控股權益 (225) (239)

(158,256) (21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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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地區分析之分類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營業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北美洲 347,620 355,319

亞洲 213,312 97,919

歐洲 28,047 8,334

其他 780 541

589,759 462,113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按地區分類作出之營業額分析乃根據付運目的地釐定。於年末，本集團絕大部分非
流動資產均位於亞洲。

5.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附註10） 26,252 –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1,014 1,223

其他 2,201 474

29,467 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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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銷貨成本、銷售開支、行政開支及其他經營開支中所包括之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938 23,334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05 13,291

僱員福利開支 96,815 109,782

遣散費用 195 8,976

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一九年：16.5%）之稅率撥備。企業所得稅乃向中國營運
之附屬公司產生之利潤徵稅，根據中國相關稅務法律法規以25%之稅率計算。海外溢利之稅款則按照期內之估計
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2) (918)

遞延所得稅開支 – (276)

所得稅開支 (2) (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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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照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虧損（千港元） (158,031) (216,786)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723,244,650 723,244,650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21.9) (30.0)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乃透過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至假設轉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計算。截至二零二零年
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10. 公平值收益

於期末後，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力行包裝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有關出售
於元朗的一處賬面值為10,627,962港元的物業之買賣協議，代價為36,880,000港元。有關交易擬定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十八日完成。

公平值超出賬面值的部分為26,252,038港元，已作為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公平值收益並於其他
收入中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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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7,546 59,932

減：虧損撥備 (2,320) (3,115)

45,226 56,817

流動
應收貿易賬款 407,304 394,822

減：虧損撥備 (7,770) (7,770)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399,534 387,05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6,222 55,103

445,756 442,155

總計 490,982 498,972

向客戶提供之信貸條款一般視乎個別客戶之財務實力而定。為有效管理有關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風險，本集團
定期對客戶進行信貸評估。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按照付運條款計算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263,579 40,999

31－60日 77,941 124,568

61－90日 24,478 94,733

超過90日 33,536 126,752

399,534 38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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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其他應付賬款 5,306 4,666

流動
應付貿易賬款 379,916 39,63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9,393 87,342

退還負債（附註i） 1,700 1,700

491,009 128,679

總計 496,315 133,345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i) 當客戶有權於指定期間內退還貨品，本集團就實體預期無權收取之已收代價金額確認退還負債。本集團亦
確認退還貨品權利。

按照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172,120 23,897

31－60日 41,663 5,225

61－90日 87,216 4,571

超過90日 78,917 5,944

379,916 3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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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業績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5億9千萬港元（二零一九年：4億6千2百萬
港元）及股東應佔虧損1億5千8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虧損2億1千7百萬港元）。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錄得28%的增幅。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
尤其是七月至九月間，筆記型電腦產品需求較高。就產品分類而言，銷售筆記型電腦產品的收益增
幅逾139%，而影音產品的收益維持穩定。然而，眾所周知世界範圍內多種電子組件緊缺，尤其是用
於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的電子組件，本集團於回顧期內被迫放棄若干銷售訂單（並且於某些情況
下，由於缺少零件而不得不以更為昂貴的版型替換較為廉價的斷供版型），此舉對收益及盈利能力
構成影響。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減少約34%至4千萬港元，主要由於採取包括精簡生產工序、減少外部專業開支以
及降低差旅及展覽會開支的節流措施。正如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由於COVID-19下的出行限制，本
集團與客戶的所有會議幾乎都以線上方式進行；與此同時，世界上的諸多展覽會亦已延期或直接取
消。本集團藉此節約了絕大部分用於差旅、展覽會及娛樂方面的開支。此外，香港政府根據「防疫抗
疫基金」提供之薪資補貼亦令本集團的行政開支有所減少。

淨虧損減少的另一因素為來自銷售本集團於錦田土地股權的重估收益2千6百萬港元，儘管其正面影
響已被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1千2百萬港元所部分抵銷。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業務回顧

COVID-19疫情給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消費者因封城而轉向在家工作學習，全球對筆記
型電腦及平板電腦的需求在一夜之間飆升。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已成為不可缺少的設備，而消費
者一直尋求每人一部設備而非家庭成員之間共享一部設備。然而，由於全球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
的需求在短短幾週內以倍數激增，其關鍵零件的供應鏈（有時甚至是非關鍵零件的供應鏈）無法滿
足需求，造成成本亦以倍數激增。為保持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的勢頭及市場份額，本集團必須透
過支付高昂的市場成本以確保關鍵（有時甚至是非關鍵）零件的供應，深深地影響了本集團的盈利
能力。即使如此，就數量及市場佔有率而言，由於全球需求大幅增長，本集團的筆記型電腦及平板
電腦已被接受並較去年同期售予更多消費者。實際上，於亞太地區的若干國家及城市中，本集團的
筆記型電腦的市場滲透率幾乎達到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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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集團及其許多合作夥伴位於中國的生產設施由於中國當局的強制性封城措施而於二零二零
年一月至三月關閉，惟自二零二零年四月初起開始逐步恢復營運，並自二零二零年六月開始或多或
少穩定下來。因此，由於供應及物流中斷，本集團自四月至六月的產量受到封城的影響。

同時，中美貿易戰已對全球電子產品製造商及供應商造成重大影響。為避免受到貿易制裁的影響，
若干電子產品製造商，尤其是中國一些較著名的電子產品製造商，決定在農曆新年假期後幾個月內
下達關鍵零部件（尤其是半導體零部件）的採購訂單，且訂單量達正常消耗量的數倍。當市場上只
有少數幾家產能較大的集成電路（IC）、芯片組解決方案及CPU製造商，但這些中國品牌的採購量
突然激增（加上世界各地在家辦公和在家學習帶來的高需求）徹底破壞了IC、芯片組及CPU的全球
供應平衡，而這些都是本集團筆記型電腦產品的核心組成部分。

COVID-19大流行及中美貿易戰的共同挑戰，對本集團筆記型電腦和平板電腦至關重要的組件供應
引發了一場極致風暴，最初是供應短缺，然後是價格急劇上升。因此，與全球許多筆記型電腦和平
板電腦製造商的情況一樣，本集團根本無法履行這兩個季度下達的所有訂單；而對於可能履行的訂
單，本集團必須為許多關鍵組件支付更高的市場價格，從而嚴重影響本集團的盈利。

儘管由於IC、芯片組及CPU的供應鏈中斷，最近兩個季度中國一些製造商對半導體零件的異常大量
訂購給本集團帶來了巨大挑戰，但筆記型電腦和平板電腦的需求暴漲雖然也帶來了挑戰，但更重要
的是為本集團帶來了機遇。

例如，在回顧期內，本集團筆記型電腦的銷售在某些歐洲國家及印度特別強勁，成千上萬的消費者
在這些市場中選擇了AVITA筆記型電腦。AVITA筆記型電腦在這些市場中受歡迎程度的增長導致本
集團在美國的銷售額佔總收入降至59％，而去年同期的為77％。

前景

冠狀病毒對本財政年度剩餘時間的持續影響仍然不確定。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百年一遇的大流行幾
乎在一夜之間改變了世界上許多人的生活和一切。此外，根據業內人士的意見，對筆記型電腦和平
板電腦的強勁需求將於本集團本財政年度餘下時間持續，並延續至二零二一年甚至二零二二年。在
大流行過後，許多公司將需要繼續支持並允許員工在家辦公，從而導致筆記型電腦和平板電腦將成
為全球許多家庭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本集團的目標是準備就緒，把握任何隨時可能出現的擴張
市場的機遇。



15

本集團面臨的挑戰之一是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關鍵零件的供應短缺，導致其價格仍然居高不下。
因此，本集團已自十月起開始透過將售價平均提高20%到30%左右（取決於型號及市場），將更高的
成本轉移至客戶。

除調整售價外，本集團亦致力研發為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創建新及獨特的功能，從而增強其功能
性以及提高其對消費者的物有所值的吸引力。受惠於對在家學習及遠程╱虛擬學習的需求增加，本
集團已收到許多有關平板電腦等支緩LTE的設備的詢價，尤其是在私人家庭中WiFi不普及的國家及
地區。在將於二零二一年推出的視聽類產品中，本集團正積極開發一種融合音頻、視頻及無線通信
功能的智能家具產品組合。繼本集團近年來的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業務模式之後，該等智能家具
產品將以本集團自有品牌出售。 

自二零一七年AVITA筆記型電腦首次推出以來，憑藉為品牌OEM/ODM客戶生產世界一流的優質產
品的悠久歷史以及AVITA筆記型電腦證實的卓越製造及效率聲譽，本集團最近幾個月已開始收到越
來越多有關筆記型電腦產品的OEM/ODM詢價。除OEM/ODM訂單通常數量較大且在較長時間內需
求更穩定的行業常態（此無疑將有助於本集團更好地緩解產量波動及零件成本變動）外，有關詢價
亦代表業界普遍堅信本集團製造筆記型電腦產品的質量、可靠性及競爭力。在此領域的成功將為本
集團帶來巨大的機會。

COVID-19疫情已為全球數十億人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其中許多人越來越依賴於遠程執行任務及管
理業務。本集團相信此巨大趨勢並預計至少於二零二一年甚至是二零二二年之前，筆記型電腦及平
板電腦的強勁需求將持續。為抓住該趨勢並從中受益，本集團將繼續投入資源，以推廣及發展更多
種類的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以適應不同的價位及不同的市場。如上所述，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仍
然充滿變數。然而，本集團將繼續採取果斷措施，並善用資源為自有品牌尋求新機會、新市場、新客
戶及新產品。最為重要的是管理團隊的目標始終是提升本集團的長期業務前景並為股東創造長期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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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權益及每股總權益分別為5億2千7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6億8千1百萬港元）及0.73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0.94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之現金及存款為8千6百萬港元。於扣除銀行借貸2億6千6百萬
港元後，本集團之銀行借貸淨額為1億8千萬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借貸淨額5千3百
萬港元）。此外，本集團擁有2億4千4百萬港元之股東貸款及7千5百萬港元之租賃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存貨為7億4千5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億3千7
百萬港元）。本集團審慎監察存貨水平，於當前充斥不明朗因素之環境下尤甚。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為4億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億8千7百萬港元）。
我們的政策為與信譽良好之客戶交易及採取審慎之信貸政策，而我們一直密切監察信貸風險。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為3億8千萬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4千萬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固定資產之資本開支為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5百萬港
元）。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物業、模具、廠房及機器以及翻新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
承擔為3,80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6,870,000港元）。

在聯繫匯率制度下，本集團就貿易所承擔之外匯風險有限，原因為本集團絕大部份銷售、採購及借
貸均以美元及港元為貨幣單位。本集團遵守不進行貨幣投機活動之政策，於報告期間概無投機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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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台灣聘用約1,070名僱員。薪酬方案一般於參考市
場條款及個人資歷後釐定。薪金及工資通常每年根據表現評估及其他相關因素檢討。本集團亦向所
有合資格員工提供醫療保險、公積金及教育津貼等其他福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而
本公司亦無於同一期間內贖回其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偏離守則條文A.2.1條外，本公司已遵守於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中載列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分離及不應由同一名個人履行。於二零一八年六
月十五日，梁偉成先生接替董事會主席之職，自此彼同時擔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
由於梁先生擁有豐富之行業經驗，故董事會認為該項安排對本公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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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本公司本身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時之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載列於標準守則之規定標準及有關董事與本公司進
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審核委員會

外聘核數師尚未審閱本集團之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
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之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現時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張富紳先生、李德志先生及張嘉榮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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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Alco Holdings Limited網站
www.alco.com.hk可供閱覽。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上述網站
閱覽。

董事名單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梁偉成先生、梁錦輝先生及廖開強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
執行董事李德志先生、張富紳先生及張嘉榮先生。

承董事會命
Alco Holdings Limited
主席兼行政總裁

梁偉成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