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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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www.alco.com.hk

（股份代號：328）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

表現摘要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營業額（港元） 591百萬 1,279百萬
—擁有人應佔虧損（港元） 527百萬 360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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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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591,292 1,278,686
銷貨成本 5 (820,023) (1,340,994)

毛損 (228,731) (62,308)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36,267 45,958
銷售開支 5 (102,210) (111,943)
行政開支 5 (114,543) (113,789)
研發開支 5 (63,855) (79,518)
其他經營開支 5 (2,227) (13,523)
就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減值虧損（撥備）╱撥回 (5,999) 5,025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9 (4,194) (14,896)
就使用權資產減值撥備 9 (15,787) (914)
就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9 (3,500) (6,010)

(504,779) (351,918)
財務收入 3,339 2,750
財務成本 (25,887) (11,471)

除所得稅前虧損 (527,327) (360,639)
所得稅抵免 6 – 199

本年度虧損 (527,327) (360,440)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27,308) (360,463)
－非控股權益 (19) 23

(527,327) (360,4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7 (72.9港仙) (49.8港仙)
－攤薄 7 (72.9港仙) (49.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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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 (527,327) (360,440)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8,539) 9,706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535,866) (350,734)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35,847) (350,757)
－非控股權益 (19) 23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535,866) (35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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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3,963 130,882
投資物業 53,430 46,788
使用權資產 71,582 63,63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5,570 33,754

264,545 275,055

流動資產
存貨 421,206 623,877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10 203,068 351,089
其他流動資產 602 459
可收回所得稅 1,421 14,48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202 98,149

636,499 1,088,05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11 337,414 398,137
所得稅負債 6,853 6,642
租賃負債 62,352 47,407
銀行及其他借貸 12 284,967 288,661
股東貸款 13 401,966 13,000

1,093,552 753,847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457,053) 334,2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2,508) 60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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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72,324 72,324
儲備 (277,330) 258,493

(205,006) 330,817
非控股權益 (650) (631)

總（虧絀）╱權益 (205,656) 330,186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 11 11,455 6,766
租賃負債 1,693 4,845
銀行及其他借貸 12 – 2,269
股東貸款 13 – 265,200

13,148 279,080

總（虧絀）╱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192,508) 60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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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Alco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乃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
業地點乃於年報公司資料章節披露。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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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即本公司之功能貨幣及本集團之呈列貨幣）呈列。

除另有註明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均以港元千位（「千港元」）呈列。

編製基準

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鑒於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產生年內虧損527,327,000港元並呈報流動負債
淨額457,053,000港元，本公司董事已仔細考慮本集團之未來流動性。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能遵守有關按期償還銀行借貸的若干財務契諾，未償還結餘為2億1千4百
萬港元。該違反契諾之行為可能使有關銀行有權取消或暫停提供融資。

本公司董事認為，經考慮以下事實及假設，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屬適當：

(i) 潛在出售非流動資產

本集團一直積極與獨立第三方進行磋商，以出售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若干非流動資產（包括辦公場所、生
產設施及投資物業）。具體而言，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八日公佈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前，本集團正
落實一份協議以出售投資物業。於成功出售後，本集團將擁有額外現金流量以償還若干借貸及用作額外
營運資金。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將得到改善。

(ii) 股東貸款未來處理

於流動負債淨額4億5千7百萬港元中，4億2百萬港元為股東貸款。大部分貸款由本集團已故前主席梁偉成
先生（「梁先生」）提供。由於梁先生的遺產於委任遺產管理人之前被凍結，無法安排相關貸款協議延期，因
此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本公司將於委任遺產管理人後與遺產管理人討論如何處理貸款。

(iii) 潛在投資者

本集團一直面臨資金需求的持續壓力，因此正在積極尋找新的投資者。截至報告日期，若干投資者一直在
與本集團商談各種投資機會，包括新增銀行貸款或引入新的商業機會。特別是，本集團正在與一名潛在投
資者就我們自身品牌的許可事宜敲定一份投資條款清單。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潛在投資可以緩解形勢，
促進本集團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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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經營所得現金流入

本集團現正採取各種措施，加強對多項成本及開支之成本控制，並採取更靈活的採購政策以控制採購成
本，以獲取毛利及正面經營現金流量。

本集團亦將繼續採取積極措施，透過多項措施改善盈利能力及現金流量，包括進一步加強與主要供應商
的關係，協商降低關鍵部件的成本及取得更佳的交易條款，以及就更優惠租賃條款與其業主協商。

基於筆記型電腦產品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之手頭銷售訂單，本公司董事預計未來幾個月的銷量較截至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同期增長。董事將繼續致力於銷售及營銷工作，以在現有市場上推廣本集
團之筆記型電腦產品及在其他國家探索機遇。

(v) 銀行及其他借貸重組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須於一年內償還的銀行及其他借貸為2億8千5百萬港元，主要包括恒
生銀行及上海商業銀行分別提供的貸款1億6千2百萬港元及2千8百萬港元。

本集團正就債務重組與恒生銀行積極磋商。考慮到抵押予恒生銀行的辦公場所及投資物業的估值合共為
1億6千8百5十萬港元，經參考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進行的估值及市場數據資料，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將
有足夠資源履行其對恒生銀行的財務責任。

本公司董事認為，經考慮上述因素，本集團將有充足的營運資金滿足其目前對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需求。此外，本公司董事預計，於完成出售辦公場所、投資物業、生產設施及其他借貸協議下的若干已抵
押資產後，本集團將能夠悉數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然而，如果無法獲得上述融資且本集團無法自其營運產生
預期的現金流入及為其借款再融資，本集團則可能無法持續經營，於此情況下，可能需要對本集團資產的賬面
值進行調整，以按其可變現價值列賬，並為可能產生的任何進一步負債計提撥備以及將其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
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2.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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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
╱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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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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修訂本針對以下情況提供寬免：(i)將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租賃負債合約現金流量的釐定基準變動入賬列
作修訂，及(ii)當利率基準因銀行同業拆息改革（「銀行同業拆息改革」）而被替代基準利率取代導致終止對沖會
計。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本公司之金融負債與基準利率掛鉤的利息將會受到利率基準改革影響。下表列示該等
未完成合約的總額。金融負債之金額以其賬面值顯示。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金融負債
股東貸款 401,966,000

由於上述合約概無於本年度過渡至相關替代利率，故有關修訂本並無對綜合財務報表產生影響。本集團將就按
攤銷成本計量之股東貸款的利率基準改革引致的合約現金流量變動採用可行權宜方法。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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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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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 
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還款條款的定期貸款的 

分類之有關修訂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 

（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2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的相關遞延稅項2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1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成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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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
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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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a) 按產品分析之分類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內地、台灣及香港營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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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內，主要營運決策者從產品及地理角度審視本集團的表現，並已識別其業務的兩個可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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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有關條
款及條件亦適用於概無關聯的第三方。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影音產品
筆記型

電腦產品 抵銷 總計 影音產品
筆記型

電腦產品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營業額

外部銷售 122,063 469,229 – 591,292 646,973 631,713 – 1,278,686
內部分類銷售 24,004 751 (24,755) – 12,446 1,089 (13,535) –

146,067 469,980 (24,755) 591,292 659,419 632,802 (13,535) 1,278,686

分類業績 (100,079) (384,719) – (484,798) (127,732) (208,376) – (336,108)
就使用權資產減值撥備 (15,787) (914)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4,194) (14,896)
財務收入 3,339 2,750
財務成本 (25,887) (11,471)

除所得稅前虧損 (527,327) (36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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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地區分析之分類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類營業額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北美洲 43,545 619,745
亞洲 466,170 500,630
歐洲 73,179 124,223
其他 8,398 34,088

591,292 1,278,686

按地區分類作出之營業額分析乃根據付運目的地釐定。

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2,016 2,017

分租收入 16,535 13,022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4,568 23,386
租金優惠 1,552 2,399
分包收入 4,300 3,880
匯兌收益 5,718 –
其他 1,578 1,254

36,267 4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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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銷貨成本、銷售開支、行政開支、研發開支及其他經營開支中所包括之開支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攤銷 875 1,503
核數師酬金 1,500 1,380
存貨成本 617,165 1,237,535
就存貨減值撥備 130,928 23,05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332 21,223
使用權資產折舊 22,074 1,835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97,328 206,765
遣散費用 1,109 1,774
出售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17 6
短期租賃開支 2,115 4,437

6. 所得稅抵免

香港利得稅已就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稅率計提撥備。企業所得稅乃向中國內地營運之附屬公司產生
之利潤徵稅，根據中國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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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
溢利以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所得稅抵免
－海外企業所得稅 – (199)

遞延所得稅開支 – –

所得稅抵免 –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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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照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虧損除以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數目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千港元） (527,308) (360,463)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723,244,650 723,244,650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72.9) (49.8)

攤薄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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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派付或準備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建議派
付任何股息。

9. 非金融資產減值

就減值評估而言，本集團參考資產的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與使用價值中的較高者評估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
資產及無形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本集團就資產的賬面值超出其可收回金額的部分確認減值虧損。因此，截至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分別作出額外減值撥備約
4,194,000港元、15,787,000港元及3,5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4,896,000港元、914,000港元、6,01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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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照付運條款計算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30日 4,669 110,807

31 – 60日 4,244 96,276

61 – 90日 2,777 36,485

超過90日 167,106 57,675

178,796 301,243

11.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照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30日 16,203 57,884

31 – 60日 2,061 1,401

61 – 90日 5,121 –

超過90日 184,168 232,095

207,553 291,380

12. 銀行及其他借貸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及其他借貸按5.2%至13.2%之固定年利率或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放貸人資
金成本或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加若干息差之利率計息（二零二一年：按5.2%至10%之固定年利率或按香港銀行同
業拆息、放貸人資金成本或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加若干息差之利率計息）。

13. 股東貸款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股東貸款按4.5%之固定年利率或按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或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上浮1.3%之年利率計息。結餘401,966,000港元將於一年內償還或按要求償還。

14.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接獲其供應商就本集團應付及結欠之未償還款項發出之若干傳訊令狀。詳情載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七日之公告。

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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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有關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業績及股息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由12億7千9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減少54%至5億9千1百萬港元，
而股東應佔淨虧損由3億6千萬港元（二零二一年）增長46%至5億2千7百萬港元。

本集團於過去幾年的策略為專注於發展自有品牌筆記型電腦業務，而不再注重影音產品的傳統
OEM/ODM業務，原因為OEM/ODM業務雖然能帶來較高收益，但同時需要更多的營運資金。隨著
投入自有品牌筆記型電腦業務的資源增加，我們正放棄大型零售商（尤其是美國市場）的訂單。

如上文所闡釋，淨虧損的部分原因是銷售減少約54%。此外，由於年內COVID-19的持續影響，本年
度材料及產品的物流及交付成本大幅上漲。AVITA、Nexstgo及VAIO筆記型電腦的持續及龐大廣告
及宣傳投資，加上針對不同市場的不同價格點開發更多種類的筆記型電腦型號而產生的成本，均
進一步影響盈利能力。

淨虧損的其他原因是存貨、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以及若干非流動資產的減值。對於存貨，除了於
往年計提的撥備外，本集團主要對因停止生產若干影音及無盈利產品而產生的陳舊原材料作出
額外減值1億3千1百萬港元。由於本集團的業務持續錄得虧損，本集團須評估相關資產的可收回金
額，根據相關會計準則的規定，本集團對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無形資產及應收貿
易及其他賬款作出進一步減值撥備2千9百5十萬港元。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15

業務回顧

在實施發展自有品牌筆記型電腦業務的策略時，我們需要對市場推廣及產品開發作出重大投資。
該等投資過去一直來自我們尊敬的前任主席梁偉成先生的資金支持，但由於梁先生於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不幸驟然離世，資金來源中斷，從而導致我們的業務計劃及營運出現嚴重中斷。於二零
二一年下半年，本集團仍持續擴展生產及銷售，添置了SMT機器、UV打印機及組裝設備、Windows
鍵及其他關鍵零件，並推進市場推廣計劃及多個新產品的開發。受營運資金限制，我們無法繼續
發揮全部產能、無法充分利用所採購的額外材料，因此造成剩餘材料及產能的浪費。

下半年對本集團而言尤為艱難，我們不僅面臨營運資金的短缺，同時亦失去梁先生的領導，梁先
生為本集團的發展傾盡一生的心血，其管理方針及於工程方面的寶貴貢獻是本集團發展各個方面
的重要基石。

於COVID-19爆發之初，筆記型電腦的需求龐大，筆記型電腦的需求在短短幾週內以倍數激增，該
等設備的關鍵零件的供應鏈（有時甚至通常是非關鍵且價格極低的零件的供應鏈）幾乎斷裂及無法
滿足需求。因此，儘管銷售需求良好，但我們為了完成交付必須支付大幅攀升的原材料成本，這進
一步推高孕育一個嶄新品牌的成本。雖然原材料價格於下半年開始趨穩，但筆記型電腦的需求亦
逐漸下降。多個國家的新冠確診人數仍然高企，但其中多數國家已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原因是
人們普遍認為新變種病毒的危害性不及之前的病毒。因此，在前所未有的因疫情引發的零件短缺
而造成的需求暴漲時期結束後，全球個人電腦市場開始降溫。

由於銷售持續大幅下降，工廠面臨產能過剩及無法充分利用勞動力的現狀。本集團於年初已開始
裁減過剩的工人及辦公室人員，並將工廠閒置空間轉租給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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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面對極度艱難的現狀，本集團正採取以下措施：

• 重新審視發展自有品牌筆記型電腦的企業策略－鑒於打造一個電腦品牌需要巨額投資，我們
需通過品牌授權或與其他投資者共同投資的方式與其他投資者進行合作，而我們已與其他或
能夠提供額外銀行融資及營運資金以支持我們進行銷售及生產的投資者進行磋商，並取得理
想進展；

• 出售投資物業、生產設施及土地及樓宇，以獲得更多營運資金並減少借款；

• 通過裁減辦公室及工廠人員，進一步精簡本集團的營運，以及採用更節省成本的外包服務；

• 探索能夠使工廠創造更多價值的不同策略，如出租或出售生產設施及機器，為其他筆記型電
腦及電子產品製造商提供分包服務；及

• 與梁先生的遺產管理人（尚未委任）商討股東貸款的處理。

我們的目標為盡快將虧損降至最低以及令業務扭虧為盈，實現正現金流量，同時尋求投資者投資
我們的品牌及業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虧絀及每股總虧絀分別為2億6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總
權益3億3千萬港元）及0.28港元（二零二一年：每股總權益0.46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為1千萬港元（二零二一年：9千8百萬
港元）。於扣除銀行及其他借貸2億8千5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2億9千1百萬港元）、股東貸款4億2
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2億7千8百萬港元）及租賃負債6千4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5千2百萬港元）
後，本集團之淨借貸為7億4千1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5億2千3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存貨為4億2千1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6億2千4百萬港元），
包括原材料2億5千4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3億5千3百萬港元）、半製成品1千6百萬港元（二零二一
年：2千6百萬港元）及製成品1億5千1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2億4千5百萬港元）。本集團審慎監察
存貨水平，尤其是目前環境存在不明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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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為1億7千9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3億1百萬港元）。若
干客戶對本集團提出反申索，而該等反申索已計入其他應付賬款。我們正積極與客戶跟進應收賬
款的付款事宜。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為2億8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2億9千1百萬港元）。

於本年度，固定資產之資本開支為2千6百1十萬港元（二零二一年：2千3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模具、廠房及機器以及翻新之已訂約但未撥備資本承擔為1百萬港元（二
零二一年：3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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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財政報告年度內並
無投機活動。

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內地、台灣及香港聘用約625名（二零二一年：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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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醫療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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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載列之所有適用守則條
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上市規則第3.10(1)、3.21及3.25條以及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守則中守
則條文第A.5.1條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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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
年六月九日，廖開強先生（「廖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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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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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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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伍志凌先生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七日辭任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不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10(1)條的規定。此外，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不再分別符合上市規則第3.21、3.25條及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5.1條的規
定。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隨著蔡家瑩女士、林至頴先生及鄧社堅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自此符合上述相關上市規則的規定，彼等之
履歷詳情已在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的公告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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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時之內部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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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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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之
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目前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蔡家瑩女士、林至頴先生及鄧社堅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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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經審核全年業績及年報

由於近期的冠狀病毒病疫情，特別是由於尚未獲得若干審核憑證，包括：i)未答復外部銀行的替代
支持文件、金額重大的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確認書；ii)後續結算應收及應付結餘的支持文件；iii)未
完成的存貨可變現淨值分析╱估值；iv)提供予本公司核數師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核數師」）的財務預測支持文件，以完成審核程序，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審核程序已中斷且尚未完成。本公告所載的本年度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同
意，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目前預計經審核全年業績將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八日之前與外部核
數師達成一致。審核程序完成後，本公司將就以下內容刊發進一步公告：(i)經本公司核數師同意的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全年業績以及與本公告所載未經審核全年業績相比
的重大差異（如有）；(ii)建議舉行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的日期；及(iii)為確定股東出席上述會議並於
會上投票的資格而暫停辦理普通股股東登記手續的期間。此外，倘完成審核程序出現其他重大進
展，本公司將於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董事名單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廖開強先生、鍾孝揚先生、梁錦輝先生及葉永成先生，一
名非執行董事項婷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鄧社堅先生、蔡家瑩女士及林至頴先生。

承董事會命
Alco Holdings Limited

執行董事
廖開強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