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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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全年業績的進一步公告

茲提述毅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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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告（「未經審核業績公告」），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二
零二二年未經審核業績」）。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未經審核業績
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核數師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核數師」）已根據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完成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二零二二年經審核業績」）之審核。二零二二年經審核
業績亦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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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與經審核全年業績之間之重大差異

二零二二年經審核業績與二零二二年未經審核業績維持大致相同，惟以下主
要變動除外，其詳情載列如下：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經審核
與未經審核數字之間的相關變動、有關該等變動的說明性附註，以及綜合財
務報表附註的相應變動載列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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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變動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80,338 80,338 –

銷售成本 (67,895) (67,895) –
   

毛利 12,443 12,443 –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或
 虧損淨額 (a) 2,444 2,654 (21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82) (1,882) –

行政及其他開支 (a) (25,254) (25,404) 150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b) (5,373) – (5,373)

使用權資產減值 (b) (2,050) – (2,050)

非金融資產減值 (b) – (7,961) 7,961

就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確認的預期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96) (96) –

財務成本 (5,623) (5,623)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c) 3,299 3,349 (50)
   

除稅前虧損 (22,092) (22,520) 428

稅項抵免 240 240 –
   

年內虧損 (21,852) (22,280)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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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變動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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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98 98 –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21,754) (22,182) 4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21,852) (22,280) 4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
 全面虧損總額

(21,754) (22,182) 428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15.17) (15.46)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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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變動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b) 4,646 4,256 390
使用權資產 (b) 2,869 2,721 14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c) 23,147 23,197 (50)
遞延稅項資產 14 14 –

   

30,676 30,188 488
   

流動資產
存貨 13,330 13,330 –
貿易應收款項 12,253 12,253 –
按金、預付款項及
 其他應收款項 (d) 12,594 12,586 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10 110 –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d) – 8 (8)
已抵押存款 2,001 2,001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038 4,038 –

   

44,326 44,326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3,382 3,382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a) 4,597 4,537 60
應付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62 62 –
合約負債 619 619 –
應付稅項 219 219 –
銀行及其他借貸 17,814 17,814 –
租賃負債 5,536 5,536 –
可換股債券 9,482 9,482 –

   

41,711 41,651 60
   

流動資產淨值 2,615 2,675 (6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291 32,863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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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變動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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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13 29,013 –
   

資產淨值 4,278 3,850 42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7,891 7,891 –
儲備 (3,613) (4,041) 428

   

權益總額 4,278 3,850 428
   

附註：

(a) 變動乃因其他收入重新分類至行政及其他開支以及其他收入的超額撥備及應計費
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撥備不足所致。

(b) 變動乃因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減值估值的最終敲定並將等行項目
披露與非金融資產減值分開所致。

(c) 變動乃因有關預期信貸虧損評估的聯營公司估值的最終敲定所致。

(d) 變動乃因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重新分類至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所致。

如上文所述，變動對以下方面產生相應影響：(i)非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負債總
額、流動資產淨值、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資產淨值、儲備及權益總額；及 (ii)除
稅前虧損、年內虧損、年內全面虧損總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虧損總額以及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倘未經審核業績
公告涉及上述項目，應與本公告一併閱讀，以上述經審核數字代替其中的未
經審核數字。

上述項目的變動亦引致未經審核業績公告附註5、6、8及11的相應變動，其載
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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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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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確認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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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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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業績 576 847 (15,775) 605 (1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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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5)
就按攤銷成本計量的
 金融資產確認預期
 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9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299

 

除稅前虧損 (22,092)
稅項抵免 240

 

年內虧損 (2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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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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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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備淨額 (5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358
 

除稅前虧損 (27,344)

稅項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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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127 19,056 13,379 8,451 41,013
未分配之企業資產 33,989

 

綜合資產 75,002
 

分部負債 297 13,840 9,738 – 23,875
未分配之企業負債 46,849

 

綜合負債 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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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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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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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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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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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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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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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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373 – – 5,373
使用權資產減值 – – 2,050 – –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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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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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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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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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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 1 – 10 11

財務成本 – 61 298 4,334 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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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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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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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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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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地理分部按照客戶地點劃分為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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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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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3,204 20,381 7,414 20,490

中國 111 9,210 101 –
    

3,315 29,591 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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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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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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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A 25,020 20,651
客戶B 8,50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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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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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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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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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

5. 除稅前虧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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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3 131

使用權資產減值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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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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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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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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52) (26,680)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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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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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已就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進行的股份配售的影響作出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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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可換股債券
及股份合併的影響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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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變動及相應變動外，未經審核業績公告所載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仍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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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核數師已將本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
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相關附註之數據，與本集團
該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核對一致。核數師就此進行之工作並
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
核證工作準則進行之核證工作，因此核數師概不就本公告作出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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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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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