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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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
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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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以存續方式於開曼群島註冊）
（股份代號：2232）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為2,341百萬美元（二零
二零年：1,985百萬美元）。

•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純利為163百萬美元（二零
二零年：108百萬美元）。

• 建議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9.8港仙（約1.3美仙）。連同已付中期股
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總額將為每股普通
股13.8港仙（二零二零年：13.8港仙）。

年度業績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集團」或「晶苑」）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比較數字。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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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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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3 2,341,432 1,985,332

銷售成本 (1,893,822) (1,599,466)

毛利 447,610 385,866

其他收入、收益或虧損 15,702 12,195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669) (12,745)

銷售及分銷開支 (24,047) (18,272)

行政開支 (208,804) (208,796)

研發開支 (31,057) (27,389)

融資成本 (7,416) (9,968)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530 2,226

除稅前溢利 4 191,849 123,117

所得稅開支 5 (28,558) (15,032)

年內溢利 163,291 108,085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4,198 19,066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重新計量定額福利資產 (217) (3,117)

定額福利資產產生的遞延稅項抵免 163 399

物業重估盈餘（虧絀） 2,084 (7,115)

物業重估產生的遞延稅項（開支）抵免 (509) 1,366

1,521 (8,467)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15,719 10,599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79,010 11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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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63,106 108,085

非控股權益 185 –

163,291 108,085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78,825 118,684

非控股權益 185 –

179,010 118,68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的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6 5.72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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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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23,811 618,050

使用權資產 86,775 57,056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訂金 12,339 9,280

商譽 74,941 74,941

無形資產 80,942 85,859

定額褔利資產 – 945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16,338 17,158

應收貸款 520 1,252

895,666 864,541

流動資產
存貨 308,344 235,609

使用權資產 1,600 4,094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8 251,305 224,40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貿易應收款項 9 99,495 64,987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217 684

應收貸款 756 874

可收回稅項 842 3,887

銀行結餘及現金 401,270 383,427

1,063,829 917,971

資產總值 1,959,495 1,78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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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權益及負債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654 3,654

儲備 1,285,202 1,160,7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288,856 1,164,381

非控股權益 4,463 –

權益總額 1,293,319 1,164,381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0 825 1,299

租賃負債 19,461 11,902

遞延稅項 34,714 30,376

55,000 43,57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396,967 357,632

租賃負債 11,367 12,183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2,719 9,578

稅項負債 22,526 16,753

銀行借款 167,597 178,408

611,176 574,554

權益及負債總額 1,959,495 1,78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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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先前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後以存續方式於開曼群島註冊為獲
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由控股股東羅樂風先生及羅蔡玉清女士（彼等均為本公司的執
行董事）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Ugland House, P.O. Box 309,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而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巧明街100號Landmark East

安盛金融大樓五至七樓。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綜合財務報表以美元（「美元」）列值，該貨幣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的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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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應用以下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且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與二零一九新型冠狀病毒病相關之租金減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此外，本集團應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發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
委員會議程決定，該決定釐清當釐定存貨的可變現淨值時，實體應計入作「進行銷售所需估
計成本」的成本。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
務表現及狀況及╱或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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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之影響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採用該等修訂本。由於利率基準改革、特定對沖會計規定及應用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相關披露規定，該等
修訂本涉及釐定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租賃負債之合約現金流量的基準變動。

該等修訂本主要影響本集團的銀行借款，其利率與基準利率掛鈎，因此將會或可能會受利
率基準改革影響。

由於概無相關合約已於本年度過渡到相關替代利率，該等修訂本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將對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以及租賃負債因利率基準改革產生的合約現
金流量之變動應用該等修訂本（倘適用）。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a)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成衣製造及貿易。本集團所產生的全部收益均按貨品的控制權移交予
顧客時確認，即當貨品已到達特定地點（交付）時。

(b) 分部資料

為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行政總裁（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的
資料集中於以下產品類別。

(i) 休閒服

(ii) 牛仔服

(iii) 貼身內衣

(iv) 運動服及戶外服

(v) 毛衣

(vi) 其他

該等經營分部亦為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於達致本集團可呈報分部時，並無彙集主要
經營決策者識別的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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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休閒服 牛仔服 貼身內衣
運動服及
戶外服 毛衣 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收益
外部銷售 734,963 570,962 427,915 426,550 181,042 – 2,341,432

分部溢利 146,743 104,413 83,895 76,593 35,966 – 447,610

其他收入、收益或虧損 15,702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 

扣除撥回 (669)

銷售及分銷開支 (24,047)

行政開支 (208,804)

研發開支 (31,057)

融資成本 (7,416)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530

除稅前溢利 191,849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休閒服 牛仔服 貼身內衣
運動服及
戶外服 毛衣 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收益
外部銷售 702,921 470,068 326,023 304,932 177,916 3,472 1,985,332

分部溢利 146,318 81,865 64,209 60,541 31,391 1,542 385,866

其他收入、收益或虧損 12,195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 (12,745)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272)

行政開支 (208,796)

研發開支 (27,389)

融資成本 (9,968)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2,226

除稅前溢利 12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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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溢利指各分部在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或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
銷售及分銷開支、行政開支、研發開支、融資成本及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時賺取的
溢利。此乃為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的計量。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的若干折舊金額計入各分部的分部業績計量。由於
就分部業績計量中所包括或排除的若干項目並未定期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故並無
呈列該等資料的進一步分析。

分部資產及負債

由於分部資產或分部負債並未定期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故並無呈列該等資料的分
析。

來自主要客戶的收益

本集團收益貢獻超過10%的個別客戶的收益如下：

分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客戶A 休閒服、牛仔服、貼身內衣、運動服及 

戶外服以及毛衣 787,652 760,129

地理資料

本集團按卸貨港的地理位置呈報的收益資料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亞太地區（附註a） 949,656 865,968

美國 908,180 692,556

歐洲（附註b） 386,834 328,555

其他國家╱地區 96,762 98,253

2,341,432 1,985,332

附註：

(a) 亞太地區主要包括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南韓。

(b) 歐洲主要包括德國、荷蘭及英國（「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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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資產的地理位置呈報的非流動資產（定額褔利資產及金融工具除外）資料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亞太地區（附註a） 878,731 846,031

歐洲（附註b） 290 188

879,021 846,219

附註：

(a) 亞太地區主要包括孟加拉、柬埔寨、香港、中國、新加坡、斯里蘭卡及越南。

(b) 歐洲主要包括英國。

4. 除稅前溢利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董事酬金 6,862 3,851

其他員工成本 521,648 435,882

離職補償（附註a） – 13,534

其他員工的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1,995 42,206

員工成本總額（附註d） 580,505 495,473

核數師薪酬：
－審核服務 1,097 1,076

－非審核服務 486 408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附註d） 1,883,590 1,589,129

存貨撇減 10,232 10,33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附註d） 72,865 77,809

使用權資產折舊（附註d） 15,164 14,267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 4,917 4,917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的減值虧損（附註b） – 10,743

就商譽確認的減值虧損（附註e） 813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產生的（盈利）虧損淨額 (619) 427

政府補助（附註c） (2,504) (10,100)

附註：

(a)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環球經濟環境不明朗及二零一九新型冠
狀病毒病（「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爆發所致客戶需求下降，本集團已裁減部分員工。
因此，13,534,000美元的離職補償於損益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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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在英國、斯里蘭卡、孟加拉及柬埔寨
運營以服務歐盟客戶的若干附屬公司（「CMUK部門」）正在進行重組。因此，就物業、
廠房及設備確認的減值虧損10,743,000美元於損益內扣除，並計入「其他收入、收益或
虧損」項目。

(c)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確認來自不同國家政府機構為支持本
公司的附屬公司業務發放的政府補助為2,504,000美元（二零二零年：7,664,000美元）。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的餘額2,436,000美元包括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提供的保就業支援計劃相關的政府補助。

(d)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員工成本、用於生產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使用權資
產折舊，有關金額亦計入上文個別披露的相關總額內。

(e)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收購Pine Wood Industrial Limited產
生的商譽確認減值虧損為813,000美元。

5.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所得稅開支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11,487 6,50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7) (260)

海外稅項
－本年度 20,780 12,02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451) (1,796)

28,799 16,479

遞延稅項 (241) (1,447)

28,558 15,032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香港政府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在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下，合資格
集團實體首2百萬港元的溢利將按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2百萬港元的溢利則按16.5%的
稅率徵稅。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的集團實體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徵稅。

本公司董事認為，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實施後所涉及金額對綜合財務報表而言並不重大。
於兩個年度，香港利得稅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根據澳門所得補充稅法，澳門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的估計應課稅溢利超過600,000澳門元（「澳
門元」），所得補充稅稅率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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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澳門註冊成立的若干附屬公司根據澳門境外商
業活動適用的第58/99/M號法令登記並受其監管，並獲豁免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
年度的稅率均為25%。

根據柬埔寨相關法律及法規，於柬埔寨註冊成立的若干附屬公司於達成若干規定後可於兩
個年度獲豁免就溢利繳納稅款。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的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現行稅率計算。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163,106 108,085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數目 2,852,822 2,852,822

概無呈報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乃由於此
兩個年度並無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7. 股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二零二零年已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8港仙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每股普通股8.5港仙） 21,317 31,288

二零二一年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港仙 

（二零二零年：二零二零年每股普通股3港仙） 14,656 11,033

二零二零年已付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5.0港仙 

（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為零） 18,377 –

54,350 4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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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已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9.8

港仙（二零二零年：5.8港仙），合共約279,577,000港元（相等於約35,852,000美元）（二零二零
年：165,464,000港元（相等於約21,317,000美元）），惟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
東批准。

8.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款項－客戶合約 206,726 183,873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9,830) (9,218)

196,896 174,655

應收票據 15 1,445

供應商暫付款 11,032 8,010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3,362 40,299

251,305 224,409

以下為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經扣除信貸虧損撥備）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60天內 179,886 160,322

61至90天 14,501 13,245

91至120天 2,278 1,037

120天以上 231 51

196,896 174,655

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貿易應收款項

作為本集團現金流量管理的一部分，本集團在應收款項到期付款前，向金融機構保理若干
貿易應收款項。由於本集團已將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轉移至相關交易對手，故已保理貿易
應收款項已終止確認。該等旨在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金融資產而持有的貿易應收款項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分類為貿易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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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基於發票日期的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60天內 77,223 56,167

61至90天 14,962 8,123

91至120天 6,291 504

120天以上 1,019 193

99,495 64,987

10.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款項 187,257 172,881

應付票據 13,410 16,224

應計員工成本 92,303 79,467

其他應付款項 50,597 51,367

其他應計費用 54,225 38,992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397,792 358,931

就報告目的分析的總額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 396,967 357,632

非流動 825 1,299

397,792 358,931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非流動款項與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並為無抵押、免
息及須於二零二三年至二零二五年償還（二零二零年：須於二零二二年至二零二五年償還）。



15

以下為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60天內 168,333 142,948

61至90天 14,372 25,176

91至120天 2,705 2,469

120天以上 1,847 2,288

187,257 172,881

11. 資產抵押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將以下資產抵押予銀行，以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的擔保：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99 4,739

存貨 5,009 8,910

貿易應收款項 – 576

7,508 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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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概覽

消費者需求全年強勁。於二零二零年經歷大規模封鎖後，終端消費者受壓抑的消
費意欲於零售市場重新開放時得以釋放。由於世界各地均維持不同程度的旅遊限制，
導致消費者的購買力集中在本地消費中。儘管疫情於二零二一年整年都仍然盛行，
但與二零二零年不同的是，擁有大型零售市場的各地政府（尤其是美國（「美國」）
及歐洲政府）主要傾向依賴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以及越來越多政府採取與病毒共
存的方式應對疫情，使更多的經濟活動因此得以維持及開放。

該等現象增強了全球服裝品牌下達服裝產品訂單的信心。消費者的健康意識日益
提升令鍛練身體的需求增加。同時，為了遠離人群的戶外活動變得更受歡迎。該等
因素加上大型國際體育賽事的恢復，表明疫情的影響令消費者變得更加偏好運動
服及運動休閒的產品。該趨勢將會更有力支持運動服需求的進一步增長。

可是，疫情持續對全球供應鏈帶來的負面影響導致品牌客戶的強勁需求受到一定
程度的阻礙。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演化成不同的變種病毒，其中最
具傳染性的為Delta變種病毒。當Delta變種病毒襲擊位於東南亞地區的服裝製造中
心時（首先於第二季影響柬埔寨，其後於第三季蔓延至越南），當地政府隨即宣佈
在受感染地區實施不同程度的封鎖，一方面採取零容忍政策，另一方面則同時在
全國各地推廣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隨著疫苗接種的覆蓋面擴大，被封鎖的地區
在經歷數週的封鎖後，市場逐漸重新開放，當地政府亦未有進一步延長封鎖。隨著
當地全國的疫苗接種率攀升，政府的取態亦逐漸轉為與病毒共存的方式應對疫情。
其中在柬埔寨恢復運作後，當地的工人在接種疫苗後有感在工作中受到更多保護
且更為安全，當地的勞動力供應及招聘情況因而得到顯著改善。

另一方面，國際海運量於二零二一年全年持續緊張。疫情導致的港口限制削弱了
航運公司更換船員的能力，並進一步限制了調動國際海運貨櫃往急需之處的能力。
所有跡象均引致海運成本及空運費用持續飆升。此等貨運緊張情況導致全球品牌
提前下達訂單，以滿足來季的需求。國際貨運量仍然緊張以及各生產基地疫情盛
行等局面導致供應鏈受限，進一步推動了零售服裝品牌下達訂單的情緒。因此，各
大主要服裝製造商均感受到更明確的訂單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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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由於終端消費者需求的回升，我們品牌客戶的訂單全年都強勁。其中，受到兩名新
增國際運動服客戶以及現有客戶的持續強勁需求所推動，運動服及戶外服的收入
增長乃為所有產品類別中最顯著。所有運動服客戶均對晶苑的實力表示讚賞，並
將我們視為彼等的長期戰略合作夥伴，這從彼等對我們產品的持續強勁需求中可
見一斑。然而，由於我們位於柬埔寨及越南的若干工廠的運作分別於二零二一年
的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因為當地的疫情盛行而有所間斷，那些受短暫影響的產能
某程度減慢了我們年內收益的快速增長。

儘管如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較上一年度大
幅增加，達到2,341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1,985百萬美元）。毛利率與上一年度同
期相若，為19.1%（二零二零年：19.4%）。令人欣慰的是，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純利為163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108百萬美元），純利率7.0%（二
零二零年：5.4%）。

本集團的純利大幅增加51%的主要原因包括：

• 於二零二零年確認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約11.9百萬美元，而於二零二一年
並無重大減值虧損；

• 於二零二零年因工廠停運產生的一次性成本16.2百萬美元於二零二一年並未
再次發生；及

• 於二零二零年錄得因本公司在英國、斯里蘭卡、孟加拉及柬埔寨的附屬公司
重組所產生的一次性成本13.2百萬美元於二零二一年並沒有重覆。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已完成若干收購事項。於六月份，本公司完成收購新科技針
織有限公司（「新科技針織」），持股比例約為71.9%，代價為83.8百萬港元（相當於
約10.8百萬美元）。新科技針織主要從事開發及生產平底針織鞋上部結構產品。該
收購除了可為本集團的性能毛衣業務提供強勁的技術支援外，從中收購的針織機
械及其熟練的操作員更可為本集團帶來額外裨益，為集團的產品創新提供技術支
持及專業知識，使本集團能夠向客戶（尤其是運動服客戶）提供更全面的產品組合
和更廣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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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於九月份完成之收購則為一間越南布廠的控股公司100%的股權，代價為
30.8百萬美元。布廠位於越南，從事紡織品的織造、染色及整理業務。該投資乃本
集團為實現集團長遠發展而進行垂直整合計劃的重要里程碑。是項收購連同本集
團自二零一零年起於一間與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合資的布廠擁有25%的權益，
該兩個布廠的投資將有助本集團開展自設的布廠業務，通過進一步的內在增長及
收購機會以擴大上游產能，本集團相信這將為本集團及其客戶帶來進一步的成本
及營運效率。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本開支為90百萬美元，主要用於支持
越南的擴張項目及柬埔寨現有設施周邊的若干擴張階段。包括上述收購事項，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本投資總額為132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
54百萬美元）。

本集團意識到其所處的業務及經營環境一直在變化，因此，本集團其中一項關鍵
戰略是要加以利用適當技術及方法以幫助集團在不斷變化的營商環境當中提升運
作效益。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以審視、規劃並開展實施對其行
政、財務管理及營運方式、系統以及政策等多方面升級的方案。該整體方案旨在幫
助本集團從當前狀態過渡至更快、更敏捷、更準確及更高效益的可靠持續基礎。與
此同時，本集團在其位於越南的其中一間工廠開展了智能倉庫項目，該項目預計
將於二零二二年落成啟用。以上所有努力的成果將令本集團更接近實現其工業4.0

的目標。

董事會感謝股東的長期支持，並議決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9.8港仙。連同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普通
股股息總額將為13.8港仙（二零二零年：13.8港仙），相當於分派本集團年度純利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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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益（各自以絕對金額及佔
總收益百分比表示）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 千美元 %

休閒服 734,963 31.4% 702,921 35.4%
牛仔服 570,962 24.4% 470,068 23.7%
貼身內衣 427,915 18.3% 326,023 16.4%
運動服及戶外服 426,550 18.2% 304,932 15.3%
毛衣 181,042 7.7% 177,916 9.0%
其他（附註） – 0.0% 3,472 0.2%

總收益 2,341,432 100.0% 1,985,332 100.0%

附註：  包括倉庫服務收入及餘貨銷售收入。

自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以來，我們的訂單需求逐漸恢復，與二零二零年相比，本集
團的收入增加17.9%。隨著兩個國際知名運動服品牌客戶的需求持續強勁，運動服
及戶外服的收入大幅增加。

本集團銷售額按卸貨港的地理位置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美元 % 千美元 %

亞太地區（附註a） 949,656 40.6% 865,968 43.6%
美國 908,180 38.8% 692,556 34.9%
歐洲（附註b） 386,834 16.5% 328,555 16.6%
其他國家╱地區 96,762 4.1% 98,253 4.9%

總收益 2,341,432 100.0% 1,985,332 100.0%

附註：

(a) 亞太地區主要包括日本、中國及南韓。

(b) 歐洲主要包括德國、荷蘭及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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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千美元 % 千美元 %

休閒服 146,743 20.0% 146,318 20.8%
牛仔服 104,413 18.3% 81,865 17.4%
貼身內衣 83,895 19.6% 64,209 19.7%
運動服及戶外服 76,593 18.0% 60,541 19.9%
毛衣 35,966 19.9% 31,391 17.6%
其他 – 0.0% 1,542 44.4%

毛利總額 447,610 19.1% 385,866 19.4%

與二零二零年相比，休閒服及貼身內衣的毛利率於二零二一年保持相對穩定。牛
仔服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中國境外生產單位的效率提升。運動服及戶外服方面，
我們目前專注於獲取訂單，導致毛利率下降。而毛衣毛利率因產能調整而上升。

其他開支及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在我們生產基地的國家仍然持續，令生產營運受干擾。為致
力滿足準時出貨要求，我們不能避免使用空運，相關成本導致銷售及分銷開支輕
微增加。

我們於二零二零年確認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約11.9百萬美元。於二零二一年並
無確認重大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於二零二一年，我們的行政、研發開支及其他收入佔收益減至9.6%，而二零二零年
則為11.3%。於二零二零年錄得與暫停工廠營運有關的一次性成本16.2百萬美元，
惟二零二一年並無錄得有關成本。

本集團為英國附屬公司合資格僱員設立基金式定額福利計劃，該計劃自一九九九
年起取消向公司新成員開放。定額福利計劃的受託人於本年年底與保險公司訂立
協議，承擔該計劃全部責任。協議主要包括兩個部分：收購及全面收購。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收購交易完成，將該計劃的資產投資於一間保險公司以批量購買年
金保單，應付予定額福利成員的福利已完全投保。保單乃使用該計劃的現有資產
及本集團的進一步供款購買。該協議具法律約束力用於該計劃於切實可行的情況
下盡快進行全面收購，其後保險公司將直接負責支付退休福利。進行全面收購前，
須全面檢查及確認各個細節。預計其將在未來一年進行。於全面收購及隨後的計
劃清算後，本集團將不用對該計劃供款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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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其英國業務進行重組，向出售該等業務的目標穩步邁進。預計不遲於二
零二三年進行出售事項，甚至可能較早發生。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的實際借款利率介乎1.21%至5.00%；而二零二零年的實際
借款利率則介乎1.25%至5.00%。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固定利
率借款。融資成本佔二零二一年收益的百分比為0.3%，而二零二零年則為0.5%。

純利

儘管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帶來的影響，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
集團實現了163百萬美元的純利。純利佔收益百分比由二零二零年的5.4%增加至二
零二一年的7.0%。

資本管理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狀況於整個年度一直維持穩健。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正向經營現金流量為190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324百萬美元），貢獻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401百萬美元，相對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383百萬美元。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元及美元計值。銀行借款（主要以港元及美元計值）由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78百萬美元輕微減少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68百
萬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數168百萬美元的所有銀行借款包含按
要求還款條款，且168百萬美元須於一年內償還。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淨現金狀況234百萬美元。於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資本負債比率（計息銀行借款總額減銀行結餘及現
金再除以權益總額）為零（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本集團與金融機構簽訂若干無追索權協議，以保理更多貿易應收款項，從而減輕
信貸風險並改善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因此，我們的現金周轉期平均為56天，而
整個二零二零年則為64天。二零二一年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平均周轉天數
為42天，而二零二零年則為48天。二零二一年的存貨平均周轉天數為52天，而二零
二零年則為58天。二零二一年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平均周轉天數為38天，而
二零二零年則為42天。

本集團持續審慎管理主要由建設、裝備及升級生產設施產生的資本開支。於二零
二一年，資本開支為90百萬美元，而二零二零年則為54百萬美元。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本承擔為55百萬美元，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27百萬美元。

本集團採用外匯合約管理外幣風險。本集團遵循政策監察外幣風險，並在適當情
況下採用外匯合約以盡量降低其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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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及庫務政策

本集團採取穩健之庫務政策，因此全年得以維持健康的流動資金狀況。為致力降
低信貸風險，本集團持續對其客戶進行信用以及財務狀況評估。本集團定期審閱
其資金需求，以維持足夠的財務資源，支持其當前業務營運以及其未來投資及擴
展計劃。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已根據本公司刊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三日的公告所載分配方式動用
如下：

– 259百萬美元（2,019百萬港元）用於撥付與擴充產能有關的資本開支

– 58百萬美元（457百萬港元）用於在亞洲進行上游垂直擴充至布料生產

– 122百萬美元（952百萬港元）用於償還Vista Corp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
司（「Vista」）的相關貸款

– 49百萬美元（381百萬港元）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本公司上市日期）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本集團已按如下方式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461百萬美元（3,592百萬港元）：

– 259百萬美元（2,019百萬港元）用於擴充產能

– 31百萬美元（240百萬港元）用於追求上游垂直擴充

– 122百萬美元（952百萬港元）用於償還Vista相關貸款

– 49百萬美元（381百萬港元）用作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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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淨額將按下文所載方式動用：

用途 分部

日期為
二零一九年

三月十三日的
公告所載經修訂

所得款項
淨額分配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於二零二一年
已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應用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的預期時間表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在越南增設生產設施 休閒服、毛衣和運動服及 

戶外服
88 19 19 0

在越南增設生產設施 牛仔服和貼身內衣 112 5 5 0

在孟加拉增設生產設施 休閒服和運動服及戶外服 59 0 0 0

在亞洲進行上游垂直擴充 58 58 31 27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或 

之前
償還Vista相關貸款 122 0 0 0

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49 0 0 0

總計 488 82 55 27

日期為
二零一九年

三月十三日的
公告所載經修訂

所得款項
淨額分配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於二零二一年
已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應用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的預期時間表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在越南增設生產設施 休閒服、毛衣和運動服及 

戶外服
686 150 150 0

在越南增設生產設施 牛仔服和貼身內衣 876 32 32 0

在孟加拉增設生產設施 休閒服和運動服及戶外服 457 0 0 0

在亞洲進行上游垂直擴充 457 457 240 217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或 

之前
償還Vista相關貸款 952 0 0 0

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381 0 0 0

總計 3,809 639 422 217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存於持牌銀行，且將按本公
司刊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三日的公告所載分配方式予以動用。董事擬將按本公司
刊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三日的公告所披露的方式動用該等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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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抵押詳情載於本公告前文的綜合財
務報表附註11。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重大收
購及出售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與Fashion Fit Limited（「Fashion 

Fit」）訂立買賣協議（「新科技針織協議」），Fashion Fit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並為Crystal Group Limited的全資附屬公司，其由本公司執行董事羅樂風
先生及羅蔡玉清女士控制。

根據新科技針織協議，本集團有條件地同意收購，而Fashion Fit有條件地同意出售
新科技針織的約71.9%股權，新科技針織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新科
技針織主要從事開發及生產平底針織鞋面產品。收購事項的現金代價為83.8百萬
港元（相當於約10.8百萬美元）。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完成，並採
用收購法作為業務收購入賬。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與Green Sustainabil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Green Sustainability」）及 Full Impact Limited（「Full 

Impact」）訂立買賣協議（「Pine Wood協議」），Green Sustainability為一間於薩摩亞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及Full Impact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兩者均為獨立第三方。

根據 Pine Wood協議，本集團有條件地同意收購，而Green Sustainability及 Full 

Impact分別有條件地同意出售Pine Wood Industries Limited（「Pine Wood」，一間於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63%及37%的股權。Pine Wood為一間投資控
股公司，在越南擁有一間布廠。收購事項的現金代價為30.8百萬美元。收購事項已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完成，並採用收購法作為收購業務入賬。

所持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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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的後續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報告期後概無發生任何重大事件。

僱傭、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僱員約77,000人。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行政及管理人員）佔收益24.8%，而二零二
零年則為25.0%。本集團按僱員的表現、資歷及行業慣例釐定員工薪酬，且定期檢
討其薪酬政策。根據年度績效評估，僱員或會獲發放酌情花紅及獎金。本集團亦會
給予僱員獎金或其他獎勵，以推動僱員個人成長及事業發展，例如提供持續培訓，
以提升彼等之技術、產品知識以及對行業品質標準之認識。每位新加入本集團之
僱員均須參加入職課程，另有各類可供本集團所有僱員參加之培訓課程。

展望及前景

踏入二零二二年，終端消費市場的復甦將繼續支持客戶強勁的訂單需求。由於品
牌傾向於提前下達訂單以確保主要供應商的產能，故訂單能見度明確。但另一方
面，原材料成本上漲及貨運情況緊張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消費物價上漲。與此同時，
Omicron變種的爆發及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未來可能的變種將對整體供應鏈的穩
定性造成壓力。該等趨勢預計會在可見未來持續。

運動服客戶的訂單持續增長。除了來自兩名新運動服客戶的強勁需求外，本集團
欣然宣佈，近期另一個國際知名運動服品牌剛成為了我們的新客戶，本集團並於
近月交付了首批訂單。因此，預期運動服的收益貢獻佔比將會繼續提升。為支持運
動服客戶堅實的訂單增長，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改動了一間位於柬埔寨的工廠，
並將其轉型為向運動服客戶提供服務。本集團將繼續投放資源於越南、柬埔寨及
孟加拉等產地以擴充集團的多國製造平台。因此本集團預期來年的資本投資將高
於二零二一年的水平。

近期於越南收購的布廠展現了本集團為配合長期發展而致力尋求垂直整合的決心。
該布廠除了在地理位置上具戰略性優勢，有助滿足我們於兩個主要生產基地（越
南及柬埔寨）的面料供應需求以外，是項收購亦有助本集團獲得布廠營運的人才
及技能。本集團認為，倘若我們日後繼續尋求內部增長以建立及經營自有布廠，此
收購將有助加快我們的學習曲線。本集團將繼續在我們服裝設施的地理分佈中逐
步將面料供應區域化，以更有效地支持我們的營運和滿足主要客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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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9.8港仙。

建議派付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在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星期
三）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始可作實。倘獲股東批准，
建議末期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星期四）派付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二十七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及享有收取
末期股息的權利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三）舉行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將適時寄發予全體股東。為釐定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的股東，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星期五）至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星
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
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的股份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九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
公司的香港證券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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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716號舖），以辦理登記。

為確定股東可享有建議末期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星
期四）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得建議末期股息，所
有填妥的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證券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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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716號舖），以辦理登記。

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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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
等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及其
相關附註的數據，與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數額相符。德勤 •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國際核數準則、國際審閱委聘準則或
國際核證委聘準則進行的核證委聘，因此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就初步公
告發出任何核證聲明。

審核委員會及年度業績審閱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報告，而外聘核數師對其所進行工作範圍、本集團貫
徹應用會計政策、所採用財務判斷的合適性及遵守董事會所批准關連方交易限額
的情況表示滿意。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報告。鑑於無形資產的估值對本集團意義重大，
審核委員會一直加以留意其狀況。審核委員會信納其所進行多項審閱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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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登載資料

本公告已登載於聯交所網站 h t t p : / / w w w.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crystalgroup.com，而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報將適時寄交股東並分別登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的相關網站。

承董事會命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羅樂風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羅樂風先生、羅蔡玉清女士、羅正亮先
生、王志輝先生、黃星華先生及羅正豪先生；非執行董事LEE Kean Phi Mark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GRIFFITHS Anthony Nigel Clifton先生、張家騏先生、麥永森先
生及黃紹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