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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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18）

Ech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1)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

(2)董事會會議延期；
及

(3)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未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公告

本公告乃由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
（「GEM上市規則」）第17.10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聯交所GEM（「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
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GEM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
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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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GEM上市的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較於聯交所
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
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全年
業績公告及年報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8.03條、第18.48A條及第18.49條，本公司須於其財政
年度結算日後不遲於三個月的日期（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刊
發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初步經審核全年業績
（「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的公告及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寄發其
年報（「二零二二年年報」）。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聯交
所發佈並最後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八日更新的「有關在嚴重新型傳染性病
原體呼吸系統病的旅遊限制下刊發業績公告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及召
開股東大會的常問問題」（「常問問題」），發行人刊發的初步業績公告不完
全符合GEM上市規則第18.49條的要求而毋須作豁免申請。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由
於需要更多時間完成本集團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的財務資料所涉
及的審核工作，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將會延遲刊發。特別是，本公
司聯營公司藍山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聯營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若干員工（包
括會計主任）因與或曾與COVID-19感染者有密切接觸而須遵守隔離安排，
因此未能適時取得、收集及提交審核所需文件及資料。

鑑於上文所述，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本公司將無
法根據GEM上市規則刊發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及於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二零二二年年報。儘管如此，董事會謹此強調，本集
團的營運保持正常，並將繼續與核數師緊密合作刊發二零二二年全年業
績及向股東寄發二零二二年年報。二零二二年全年業績及二零二二年年
報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前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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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會議延期

茲提述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
二十四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更改擬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星期四）舉
行的董事會會議日期，藉以（其中包括）考慮及批准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
年業績。

鑑於「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全年
業績公告及年報」一段所述的理由，藉以（其中包括）批准刊發二零二二年
經審核全年業績的董事會會議將會延期。本公司將刊發進一步公告，知
會股東批准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的董事會會議日期。

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
告

董事會謹此於下文載列摘錄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管理賬目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董事確認，以下未經審核綜合
財務資料的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
至該日止經審核財務報表所用基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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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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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4 80,338 49,352
銷售成本 (67,895) (40,274)

  

毛利 12,443 9,078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或虧損淨額 6 2,654 2,325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82) (1,198)
行政及其他開支 (25,404) (27,165)
非金融資產減值 (7,961) (9,043)
按攤銷成本就金融資產確認的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96) (6)
財務成本 7 (5,623) (4,69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349 3,358

  

除稅前虧損 8 (22,520) (27,344)
稅項抵免 9 240 664

  

年內虧損 (22,280) (26,680)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98 408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98 408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22,182) (26,2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22,280) (26,68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22,182) (26,272)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11 (15.46) (49.84)

  

隨附附註構成綜合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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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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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56 14,465
使用權資產 2,721 6,02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3,197 19,848
遞延稅項資產 14 4

  

30,188 40,342
  

流動資產
存貨 13,330 11,799
貿易應收款項 12 12,253 3,71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2,586 11,85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10 561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8 –
已抵押定期存款 2,001 2,09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038 3,553

  

44,326 33,58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3,382 3,05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537 19,530
應付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62 29
合約負債 619 858
應付稅項 219 316
銀行及其他借貸 17,814 157
租賃負債 5,536 4,018
可換股債券 9,482 –

  

41,651 27,967
  

流動資產淨值 2,675 5,61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863 4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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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 5,614
租賃負債 7,818 11,474
可換股債券 20,248 27,848
遞延稅項負債 547 858
修復成本撥備 400 –

  

29,013 45,794
  

資產淨值 3,850 16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7,891 3,491
儲備 (4,041) (3,330)

  

權益總額 3,85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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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開曼群島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主要營業地
點為香港荃灣海盛路9號有線電視大樓32樓3207A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其最終控股股東為鄭則麗女士。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銷售
電子產品、餐飲業務及買賣鐘錶。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之財務報表。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列值，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
貨幣。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金額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位數（千港元）。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集團為編製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下列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COVID-19

 相關的租金寬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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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階段

此外，本集團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委員會」）於
二零二一年六月頒佈的議程決定，澄清實體於釐定存貨的可變現淨值時應將成本
計入「銷售必要的估計成本」。

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
現及╱或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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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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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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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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間之
 資產出售或注資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劃分負債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
 第5號（二零二零年）相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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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估計的定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相關的
 遞延稅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訂使用前所得
 款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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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年度改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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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本於可見將來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3. 綜合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就編製綜合
財務報表而言，倘合理預期資料足以影響主要使用者的決策，則有關資料被視為重
要。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的適用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基準而編製，惟若干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
之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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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買賣電子產品及配件、提供餐飲服務及買賣鐘錶。年內
各重大類別之已確認收入金額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 電子產品及配件之銷售額 47,277 36,431

 — 來自餐廳營運之收入 24,556 12,921

 — 買賣鐘錶 8,505 –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80,338 49,352
  

5. 分部資料

向本集團董事（主要經營決策者）進行內部呈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資料，
著重於所付運貨品或所提供服務之類別。

具體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 買賣電子產品；

• 製造及買賣電子產品及配件；

• 提供餐飲服務；及

• 買賣鐘錶。

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為經營不同業務活動之策略性業務單位。該等業務單位乃分
開管理，原因為各業務擁有不同的市場，需要不同的營銷策略。

下文所呈報分部收入指自外部客戶產生的收入。於兩個年度均無分部間銷售。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產生的溢利╱（虧損）而並無分配企業收益及中央行政成本（包括
董事酬金、攤佔聯營公司之業績、財務成本及所得稅開支）。此乃呈報予主要經營
決策者以供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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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買賣
電子產品

製造及買賣
電子產品
及配件

提供
餐飲服務 買賣鐘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706 45,571 24,556 8,505 80,338
     

分部業績 576 847 (16,253) 605 (14,225)
    

未分配之其他收益或
 虧損淨額 (480)
未分配之行政及
 其他開支 (6,613)
未分配之財務成本 (4,455)

 

經營虧損 (25,773)
就按攤銷成本計量的
 金融資產確認預期
 信貸虧損撥備 (9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349

 

除稅前虧損 (22,520)
稅項 240

 

年內虧損 (2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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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買賣
電子產品

製造及買賣
電子產品
及配件

提供
餐飲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1,283 35,148 12,921 49,352
    

分部業績 441 (11,408) (6,481) (17,448)
   

未分配之其他收益或虧損
 淨額 (239)

未分配之行政及其他開支 (8,622)

未分配之財務成本 (4,334)
 

經營虧損 (30,643)

就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
 資產確認預期信貸虧損
 撥備 (5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358
 

除稅前虧損 (27,344)

稅項 664
 

年內虧損 (2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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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買賣
電子產品

製造及買賣
電子產品
及配件

提供
餐飲服務 買賣鐘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127 19,056 12,841 8,451 40,475

未分配之企業資產 34,039
 

綜合資產 74,514
 

分部負債 297 13,840 9,678 – 23,815

未分配之企業負債 46,849
 

綜合負債 70,664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買賣
電子產品

製造及買賣
電子產品
及配件

提供
餐飲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281 15,726 27,994 44,001

未分配之企業資產 29,921
 

綜合資產 73,922
 

分部負債 192 14,377 25,454 40,023

未分配之企業負債 33,738
 

綜合負債 73,761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

• 除未分配之企業資產（主要包括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聯營公
司權益、若干存款、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抵押定期存款以及若干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部；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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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未分配之企業負債（主要包括應付關連公司款項、應付稅項、若干銀行及其
他借貸、若干租賃負債、可換股債券、修復成本撥備、遞延稅項負債以及若干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買賣
電子產品

製造及買賣
電子產品
及配件

提供
餐飲服務 買賣鐘錶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計量分部業績時所
 計入之款項
資本開支 26 111 3,178 – – 3,3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9 11 5,119 – – 5,159

使用權資產折舊 – – 3,599 – 109 3,70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 5,763 – – 5,763

使用權資產減值 – – 2,198 – – 2,198

修復成本撥備 – – 400 – – 400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買賣
電子產品

製造及買賣
電子產品
及配件

提供
餐飲服務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計量分部業績時所
 計入之款項
資本開支 – 146 14,063 – 14,20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11 1,257 28 1,296

使用權資產折舊 – 156 2,691 112 2,959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 131 – 131

使用權資產減值 – – 8,912 – 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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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提呈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但並無列入計量分部資產分部業績之款項：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買賣
電子產品

製造及買賣
電子產品
及配件

提供
餐飲服務 買賣鐘錶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1 – – – 1 2
財務成本 37 578 590 – 4,418 5,623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買賣
電子產品

製造及買賣
電子產品
及配件

提供
餐飲服務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利息收入 – 1 – 10 11
財務成本 – 61 298 4,334 4,693

     

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入

本集團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入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防盜警鐘 852 956
指示牌 – 144
蜂鳴器 6,283 4,475
計時器 – 81
捕魚指示器 25,020 20,651
控制板 6,770 4,288
火警鐘 3,497 2,356
LED燈部件 1,677 1,669
開關 114 163
印刷線路板 698 73
印刷線路板組件 190 –
其他 470 292

  

製造及買賣電子產品以及配件 45,571 35,148
買賣電子產品 1,706 1,283
買賣鐘錶 8,505 –
來自餐廳營運之收入 24,556 12,921

  

80,338 4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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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兩個地區營運 — 於中國進行製造業務及於香港進行買賣業務與提供
餐飲服務。

本集團之地理分部按照客戶地點劃分為四個以客戶為基礎之地理分部。按照客戶
地點劃分來自外界客戶之分部收入如下：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34,373 14,284

亞洲國家（不包括香港）（附註 a） 1,487 1,352

歐洲國家（附註b） 33,188 25,728

南北美洲國家（附註 c） 8,903 5,805

澳洲 2,224 2,120

其他 163 63
  

80,338 49,352
  

附註：

(a) 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印度、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及泰國。

(b) 歐洲國家包括比利時、保加利亞、丹麥、芬蘭、德國、意大利、波蘭、葡萄牙、俄
羅斯、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及英國。

(c) 南北美洲國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及美國。

本集團之地理分部亦按資產地點劃分，按照地理位置劃分之非流動資產資料載列
如下：

添置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3,204 20,381 6,876 20,490

中國 111 9,210 101 –
    

3,315 29,591 6,977 20,490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於聯營公司的權益及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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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客戶基礎包括2名客戶（該客戶與
製造及買賣電子產品及配件經營分部及買賣鐘錶分部相關）（二零二一年：一名客戶
與製造及買賣電子產品分部相關），與彼等之個別交易均超過本集團收入之10%。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概無其他單一客戶為本
集團之收入作出10%或以上之貢獻。

來自佔本集團收入10%或以上之主要客戶之收入載列如下：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客戶A 25,020 20,651

客戶B 8,505 –
  

6.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或虧損淨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2 11

應收股息的利息收入 354 346

外匯虧損淨額 (325) (465)

政府補貼（附註 (a)） 162 2,556

租金寬減收入 278 805

工廠搬遷補償（附註 (b)） 1,633 573

可換股債券衍生金融資產部分公平值變動 (451) (2,542)

服務收費 799 795

雜項收入 202 246
  

2,654 2,325
  

附註：

(a)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 (i)就Covid–19相關補貼確認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的政府補貼約16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556,000港元），
其中約零港元（二零二一年：1,006,000港元）與保就業計劃有關；(ii)約150,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1,550,000港元）與持牌食物業界別資助計劃有關；及 (iii)培訓津
貼為約1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零港元）。並無有關該等補貼的未達成條件或或
然情況。

(b)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自業主收取工廠搬遷補償約1,633,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57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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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成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利息：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可換股債券 4,196 4,292
 — 銀行及其他借貸 399 37
 — 其他應付款項 – 34
 — 租賃負債 1,028 330

  

5,623 4,693
  

8. 除稅前虧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5,298 20,642
退休計劃供款 1,375 872

  

總員工成本（附註 (a)） 26,673 21,514
  

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淨額 107 (55)
就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確認的預期信貸虧損
 （撥回）╱撥備淨額 (11) 61

  

就按攤銷成本計金融資產確認的預期虧損撥備淨額 96 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159 1,296
使用權資產折舊 3,708 2,959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5,763 131
使用權資產減值 2,198 8,912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600 530
 — 非核數服務 70 200
已售出存貨之成本 68,260 39,656
陳舊及積壓存貨（撥回）╱撥備（附註 (b)） (512) 346
短期租賃開支 676 915

  

附註：

(a) 約13,91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9,976,000港元）與銷售成本相關。

(b) 金額計入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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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抵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 81 –

遞延稅項 (321) (664)
  

(240) (664)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11. 每股虧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每股基本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2,280) (26,680)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44,080,373 53,526,902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15.46) (49.84)

  

附註： 就計算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已就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進行的股份配售（二零二一年：就分別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日完成之兌換可換股債券及
股份合併的影響作出調整）的影響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年內虧損除以年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目進行計算。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並無假
設轉換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原因為彼等的轉換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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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2,374 3,728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121) (14)
  

12,253 3,714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以下分析已扣除預期信貸虧損
撥備：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1,194 3,466

31至60日 338 247

61至90日 691 –

91至180日 10 1

180日以上 20 –
  

12,253 3,714
  

貨品銷售之平均信貸期介乎0至90日。鑒於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與眾多不同客戶
有關，並不存在信貸風險嚴重集中之情況。貿易應收款項不計利息。

貿易應收款項以港元、美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

13. 貿易應付款項

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以內 2,905 1,983

31至60日 275 547

61至90日 39 294

91至180日 125 213

180日以上 38 22
  

3,382 3,059
  

採購若干貨品之平均信貸期一般介乎30日至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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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約為80.34百萬港元，較去年
增加約62.80%。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虧損約為22.28百萬港元，而去年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則約為26.68

百萬港元。

儘管於年內之市況充滿挑戰，本集團繼續為其主要市場（即美國及歐洲國
家（包括比利時、保加利亞、丹麥、芬蘭、德國、意大利、波蘭、俄羅斯、斯
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及英國）之客戶提供電子產品以及為印刷線
路板組件及製造電子產品提供分包服務。本集團亦於香港經營餐飲業務。

鑒於上文所述充滿挑戰之市況，本集團除繼續專注於其銷售電子產品之
核心業務外，亦會探索新商機，以擴闊收入來源及長遠為本集團及本公
司股東帶來最大利潤及回報。本集團亦致力提高其市場佔有率，並透過
推行更多推廣及營銷活動以及設計及開發新電子產品以吸引新客戶，以
擴大其客戶基礎。

電子產品之銷售額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此分部之收入約為47.28百萬港元，
較去年增加約29.77%。電子產品之銷售額增加主要是由於捕魚指示器及
控制板之銷售額增加所致。

餐飲服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開發且一直營運兩個電
子 商 務 平 台，一 個 銷 售 手 錶、珠 寶、保 健 品、護 膚 品、食 品 及 飲 料
（https://echkmall.com/），另 一 個 銷 售 中 式 茶、月 餅 及 鮑 魚 等 食 品 及 飲 料
（https://www.yukcuisine.com/shop）。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此分部之收入約為24.56百萬港元，
較去年增加約90.05%。該增加主要是由於二零二一年三月為現有一間潮
州菜館續簽租賃協議，並自二零二一年二月起經營供應融合菜式的新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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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錄得約22.28百萬港元
虧損，而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錄得約26.68百萬港元
虧損。虧損減少主要由於使用權資產減值。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約為80.34百萬港元（去
年約為49.35百萬港元），較去年增加約62.80%。有關增幅主要是由於提供
餐飲服務及製造及買賣電子產品之收入較去年分別增加90.05%及29.65%

所致。

此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五大客戶應佔收入約為
46.21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0.36百萬港元
增加約52.21%。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部分工廠固定成本及間接
成本（例如薪金及租金）一直同步下降。因此，本集團所製造每件產品應佔
之生產成本下降。

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8.39%下
跌至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5.49%，主要是由於本集團
餐飲業務的較高利潤菜式（即鮑魚及魚翅）銷量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1.88百萬港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1.20百萬港元），增幅約為
57.10%。有關增幅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佣金
開支增加至0.35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0.14百萬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運費及交通開支增加至約0.57百萬港元（截至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41百萬港元）所致。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行政及其他開支約為25.40百萬港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27.17百萬港元），減少約6.48%。
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陳舊及積壓存
貨撥回約0.51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陳舊及積壓存貨撥備0.35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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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22.28

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26.68百萬港元）。截
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
虧損約為15.46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及攤
薄虧損約為49.84港仙）。

為扭轉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虧損，董事會擬拓展
向國際客戶提供EMS之經常業務，並以進一步擴大其既有市場為目標，
尤其是於中國市場開拓消費電子產品之EMS，因董事認為其潛力龐大。
然而，於短期內歐洲國家及美國將仍然為本集團之主要市場。

本集團之策略為透過增加推廣活動及不斷推出新產品，提升其市場佔有
率及擴大其客戶基礎。本集團將於二零二二年推出四至五項燈光安防系
統控制器、電源管理板、燈管、多LED光環及相關產品，並將出席及參與
更多於香港、中國及海外舉辦之展覽會及展銷會，以宣傳EMS及蜂鳴器，
藉以吸引潛在客戶。此外，就本集團餐飲業務而言，本集團將於二零二二
年在現有的電子商務平台上開發更豐富且更多元化的產品。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概無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
合資企業的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貫徹採納審慎之財務管理、融資及庫務政策，並具有穩健財務狀況。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2.68百萬港元（二
零二一年：約5.61百萬港元），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4.04百萬港元（二
零二一年：約3.55百萬港元）及已抵押定期存款約2.00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
約2.09百萬港元）。

本集團之股本及借貸已撥作其營運資金及其他營運需要之資金。本集團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為1.06（二零二一年：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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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列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資本結
構並無重大變動。本集團之資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及資本儲備。

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重大投資（二零二一年：無）。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
零二一年：無）。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一年：無）。

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質押存放於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
司之定期存款約2.00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
司之定期存款2.09百萬港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二一年：
無）。

外幣風險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認為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並不重大。截
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利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
沖用途。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合共158名僱員（二零二一年：
155名僱員）派駐香港及中國。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包括
董事酬金在內的總員工成本約為26.67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21.51百萬港
元）。

本集團按資歷、經驗、表現及相關市場水平檢討董事及員工酬金，以維持
董事及員工薪酬於具競爭力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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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致力於訂立良好之企業管制常規及程序。維持高
水平之商業道德及企業管治常規一直為本集團的目標之一。本公司相信，
良好之企業管治可為有效管理、實現業務增長及健全之企業文化提供必
要框架，從而提升股東價值。

董事會已採納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對我
們而言，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不僅為符合條文，亦可提升企業表
現及加強問責性。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一直遵守守則之守則
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巿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a) 根據貸款資本化發行新股份及根據特別授權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與三名債權
人各自訂立貸款資本化協議，內容有關 (i)根據特別授權按每股0.13港
元配發及發行合共102,804,213股新普通股（「貸款資本化股份」）；及 (ii)

在相關先決條件達成情況下，本公司將設立並向債權人發行認股權證，
可賦予其持有人有權以零代價認購最多16,225,482股普通股。債權人
根據貸款資本化協議應付的認購金額將以應收本集團的相應債務金
額資本化方式支付。貸款資本化及發行認股權證須待（其中包括）聯交
所批准配售股份及認股權證股份上市及買賣後，方告作實。本公司於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並通
過普通決議案批准上述交易，有關交易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完成。有關詳情，務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及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六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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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特別授權配售新股份及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內容
有關 (i)以募集資金為目的，根據特別授權按盡力基準以配售價每股
配售股份0.13港元配售最多97,188,000股新普通股（「配售股份」）予不少
於六名獨立投資者（「承配人」）；及 (ii)在相關先決條件達成情況下，本
公司將設立並向承配人發行認股權證，可賦予其持有人以零代價認
購最多15,339,080股普通股。配售及發行認股權證須待（其中包括）聯交
所批准配售股份及認股權證股份上市及買賣後，方告作實。批准上述
交 易 的 普 通 決 議 案 已 於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上 獲 通 過，有 關 交 易 於 二 零
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完成。有關詳情，務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
二十八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六日的通函。

(c) 增加法定股本

為促進發行貸款資本化股份、配售股份及認股權證股份，配合本集團
未來擴張及增長並為本公司未來擴大本公司股本提供更大靈活性，
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的法定股本增加至5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

股每股0.05港元的股份（「增加法定股本」）。增加法定股本自股東特別
大會通過普通決議後生效。有關詳情，務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
二十八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六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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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會計原則
及政策以及核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認為
該等財務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審閱未經審核全年業績

由於爆發COVID-19疫情，於本公告日期，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審
核程序尚未完成。本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惟並未根據GEM上巿規則
第18.49條所規定經核數師同意。有關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的公告
將在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完成審核程序後刊發。

進一步公告

延遲刊發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構成違反GEM上巿規則第18.49條，
而延遲寄發二零二二年年報構成違反GEM上巿規則第18.48A條。審核程
序完成後，本公司將就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及與本公告所載未經
審核綜合財務資料相比的重大差異（如有）進一步刊發公告。此外，倘在完
成審核過程中一經確定任何其他重大進展，本公司將於必要時進一步刊
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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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陳韻珊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勞炘儀先生、鄭若雄女士、Tansri Saridju Benui
先生及陳韻珊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宇東先生、周潤璋先生及林
國樑先生。

本公告乃根據GEM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
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董事在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
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
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有所誤導。

本公告將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echogroup.com.hk  
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