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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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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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損益表重點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益
－半導體分銷 1,012.7 1,190.4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29.0 47.1

－創投 – –

－其他 0.7 3.7  

1,042.4 1,241.2
  

除利息、稅項、折舊、攤銷及非現金項目前溢利╱（虧損）
－公司 (26.6) (33.9)

－創投 11.3 (19.4)

－半導體分銷 285.2 354.7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6.9) (16.5)

－其他 (6.4) (13.5)  

256.6 271.4
  

折舊及攤銷 (3.5) (3.6)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31.0 269.8

非控股權益 – (0.3)  

231.0 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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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財務狀況表重點
資產總值 1,745.5 1,586.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37.1 1,440.2

權益總額 1,622.0 1,425.0

借款及租賃負債 7.6 1.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52.2 124.3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計入流動資產） 28.4 48.2  

180.6 172.5  

債務總額與權益總額之比率 0.5% 0.1%

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 238.7% 175.6%

每股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計入流動資產）（港元） 0.20 0.19

每股權益總額（港元） 1.79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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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AV Concept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或「AV Concept」）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上個年度之比
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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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1,042,449 1,241,160
銷售成本 (1,004,696) (1,186,183)  

毛利 37,753 54,977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12,564 16,615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之變動 7,415 4,305
銷售及分銷費用 (10,172) (11,028)
行政費用 (61,450) (88,973)
金融資產之減值，淨額 4 (33,021) (1,138)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 
（虧損），淨額 14,639 (17,983)
其他收入╱（費用），淨額 4 (313) 3,916
融資成本 5 (87) (971)
分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272,128 316,859
聯營公司 (3,422) 139  

除稅前溢利 4 236,034 276,718
所得稅 6 (5,013) (7,192)  

年內溢利 231,021 269,52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31,021 269,788
非控股權益 – (262)  

231,021 269,5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25.42港仙 29.69港仙

  

攤薄 25.42港仙 29.6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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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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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溢利 231,021 269,526

其他全面收入

將於往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2,353 7,258

年內出售海外業務時重新分類調整 – 108  

將於往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及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2,353 7,366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233,374 276,89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33,374 277,256

非控股權益 – (364)  

233,374 27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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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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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 29,743 32,371

投資物業 136,665 128,085

商譽 – –

其他無形資產 3,485 3,832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266,363 1,108,84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4,310 7,732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9 25,482 24,701

預付款項及按金 1,716 23,910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 19,061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486,825 1,329,479  

流動資產
存貨 44,797 33,736

應收貿易賬款 10 8,599 34,88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763 98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865 15,045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9 28,385 48,184

可收回稅項 2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52,228 124,298  

流動資產總值 258,639 257,13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11 23,848 28,615

合約負債 20,559 36,410

租賃負債 698 870

附息銀行借款 6,435 –

應付稅項 4,789 6,924

財務擔保責任 52,032 73,646  

流動負債總額 108,361 14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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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淨值 150,278 110,6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37,103 1,440,150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90 775

遞延稅項負債 14,575 14,366  

非流動負債總額 15,065 15,141  

資產淨值 1,622,038 1,425,009
  

權益
已發行股本 90,866 90,866

儲備 1,521,748 1,324,07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612,614 1,414,941

非控股權益 9,424 10,068  

權益總額 1,622,038 1,42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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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1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除透過損益按公
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價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
乃以港元（「港元」）呈列，而除另有說明者外，所有價值乃取捨至最接近之千位數。

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附屬公司
為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本集團就參與被投資企業營運承擔或有權獲得可變回報及能
對被投資企業行使權力（即本集團獲賦予現有能力以主導被投資企業相關活動之既存權利）影響該等回報時，即取得
控制權。

當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少於被投資企業大多數投票權或類似權利時，本集團於評估其是否擁有對被投資企業之權
力時會考慮一切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被投資企業其他投票權持有人之合約安排；

(b) 其他合約安排所產生之權利；及

(c) 本集團之投票權及潛在投票權。

附屬公司與本公司之財務報表之報告期間相同，並採用一致之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之業績由本集團取得控制權
之日起綜合入賬，並持續綜合入賬，直至該控制權終止之日為止。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各個部分會歸於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會導致非控股權益出現虧絀結餘
亦然。與本集團成員公司間進行之交易有關之所有集團內資產及負債、權益、收入、開支及現金流量於綜合賬目時
全數抵銷。

倘有事實及情況顯示上述三個控制權元素中一項或以上出現變動，則本集團會重新評估其是否控制被投資企業。於
一間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如並無導致喪失控制權，則入賬列為權益交易。

倘本集團喪失對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會終止確認(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ii)任何非控股權益之賬
面金額及(iii)於權益內記錄之累計換算差額；並確認(i)已收代價之公平價值、(ii)所保留任何投資之公平價值及(iii)

損益內任何因此產生之盈餘或虧絀。先前於其他全面收入內確認之本集團應佔部分按本集團直接出售相關資產或負
債時須採用之基準，重新分類至損益或保留溢利（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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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在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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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以後的新冠疫情 
相關租金優惠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說明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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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先前修訂本未有處理，當以替代性無風險利率（「無風險利率」）取代現行利率基
準時，將會影響財務報告的問題。修訂本提供實際權宜安排，倘若變更因為利率基準改革直接導致，而釐定合
約現金流的新基準，經濟上等同緊接變更之前的基準，則在計算基準變更以釐定金融資產與負債的合約現金流
時，可更新實際利率而無須調整金融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此外，修訂本允許對對沖指定項目及對沖文件作出
利率基準改革規定的變更，而無須終止對沖關係。因為過渡轉變而產生的任何損益，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的正常要求，計量與確認對沖無效。修訂本也提供暫時性寬免措施，於指定無風險利率為風險成分時，公
司可無須遵守可獨立識別的要求。這項寬免允許公司在指定對沖時，假設已經符合可獨立識別的要求，但公司
需能合理預計，無風險利率風險成分將於24個月內成為可獨立識別。再者，修訂本要求公司披露額外信息，讓
財務報表使用者能夠了解，利率基準改革對公司金融工具和風險管理策略的影響。

該等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b)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本將承租人適用的實際權宜安排延長12個月，使其可
選擇不就因新冠疫情而直接產生的租金減免應用租賃修改的會計處理。因此，該實際權宜安排適用於租賃付款
的任何減少僅影響原到期日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的付款的租金優惠，前提是滿足應用該實際權宜安
排的其他條件。該修訂本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生效，而首次應用該修訂本的任何
累計影響應確認為對本會計期間期初保留溢利期初結餘的調整。允許提早應用。

該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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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產品及服務劃分其業務單位，並有以下四個可呈報之經營分部：

(a) 半導體分銷分部，涉及電子元件之銷售及分銷；

(b)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分部，涉及消費類產品之設計、開發及銷售以及產品採購服務；

(c) 創投分部，涉及上市╱非上市股本及債務投資之投資，最終目標為在被投資企業股本上市後或（在某些情況下）
上市前取得資本盈利，亦包括管理基金、可換股債券及上市債券之投資；及

(d) 其他分部，主要包括本集團之互聯網社交媒體業務。

管理層會分開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定。分部表現乃根據可呈報分部溢利╱
虧損（即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方法）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方法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
損者一致，惟銀行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分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之減值、出售物
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終止收購投資物業之補償收入、其他無形資產之減值、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之
減值、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之變動、融資成本及未分配開支則不包括於該計量中。

分部資產不包括投資物業、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投資、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可收回稅項、現金及等同
現金項目以及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原因為該等資產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租賃負債、附息銀行借款、財務擔保責任以及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
司負債，原因為該等負債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分部間銷售及轉撥乃參考向第三方進行銷售時使用之售價按當時通行市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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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續）

半導體分銷

消費類
產品及

產品採購
業務 創投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向外界顧客之銷售 1,012,713 29,001 – 735 1,042,449
其他收益 – – 15,358 – 15,358     

總計 1,012,713 29,001 15,358 735 1,057,807
對賬：
減：其他收益（附註） (15,358) 

於綜合損益表呈列之收益 1,042,449
 

分部業績 9,561 (36,178) 11,521 (6,378) (21,474)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21
租金收入 4,362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272,128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3,42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9
終止收購投資物業之補償收入 4,434
其他無形資產之減值 (342)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之減值 (364)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之變動 7,415
未分配開支 (26,646)
融資成本 (87) 

除稅前溢利 23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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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續）

半導體分銷

消費類
產品及

產品採購
業務 創投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向外界顧客之銷售 1,190,417 47,082 – 3,661 1,241,160

其他虧損 – – (15,240) – (15,240)     

總計 1,190,417 47,082 (15,240) 3,661 1,225,920

對賬：
加：其他虧損（附註） 15,240 

於綜合損益表呈列之收益 1,241,160
 

分部業績 34,474 (15,546) (19,511) (12,685) (13,268)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33

租金收入 4,151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316,859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39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之減值 (588)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之變動 4,305

未分配開支 (33,942)

融資成本 (971) 

除稅前溢利 276,718
 

附註：   分部收益內之其他收益╱（虧損）已分類為綜合損益表內之其他收入及收益以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虧損）淨額。



– 12 –

2. 經營分部資料（續）

半導體分銷

消費類
產品及

產品採購
業務 創投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572,873 82,140 40,186 2,291 697,490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收款項 (536,578)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266,36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4,310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313,879 

資產總值 1,745,464
 

分部負債 39,754 253,458 207,232 78,209 578,653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付款項 (536,578)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81,351 

負債總額 123,426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539,482 104,153 61,114 3,384 708,133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收款項 (516,044)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108,84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7,732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77,946 

資產總值 1,586,615
 

分部負債 46,867 246,894 209,653 69,657 573,071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付款項 (516,04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104,579 

負債總額 16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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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續）

其他分部資料：

半導體分銷

消費類
產品及

產品採購
業務 創投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69 2 292 116 1,479
使用權資產折舊 1,041 85 874 – 2,000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5 – – – 5
存貨之減值撥備撥回 – (6,852) – – (6,852)
其他無形資產之減值 342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之減值 364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減值撥回），淨額 – 32,670 – (13) 32,65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 – 10 – – 10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 515 – – – 51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7,415)
資本開支* 515 12 – 666 776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07 7 347 106 1,467

使用權資產折舊 1,047 124 1,000 – 2,171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19 – – – 19

存貨之減值撥備撥回 (475) (251) – – (726)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減值撥回），淨額 – 1,144 – (6) 1,13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撥回 – (933) – – (933)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減值撥回） 171 (365) – – (194)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之減值 588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4,305)

資本開支* 47 39 – 99 185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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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a) 來自外界顧客之收益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0,335 41,546

新加坡 1,011,722 1,196,033

台灣 392 816

印尼 – 2,765  

1,042,449 1,241,160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銷售產生所在地劃分。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304,715 1,148,556

中國內地 104,759 121,344

新加坡 31,092 32,822

韓國 – 124  

1,440,566 1,302,846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按資產所在地計算，當中不包括金融工具。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各主要客戶（佔總收益10%或以上）的收益載列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155,211 附註
客戶B 119,129 附註
客戶C 118,608 附註

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來自本集團向一名單一客戶所作銷售之收益佔本集團收益總額
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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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收益
半導體分銷 1,012,713 1,190,417

消費類產品銷售及產品採購業務 29,001 47,082

其他 735 3,661  

1,042,449 1,241,160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1 33

上市債券投資之利息收入 564 2,589

上市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11 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9 –

租金收入 4,362 4,151

政府補助 668 3,823

匯兌差額，淨額 281 853

租賃不可撤銷期間變動產生之租賃期修改 146 2,526

終止收購投資物業之補償收入 4,434 –

其他 2,068 2,629  

12,564 1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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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銷貨成本** 1,011,493 1,184,974

存貨之減值撥備撥回** (6,852) (72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79 1,467

使用權資產折舊 2,000 2,171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5 19

金融資產之減值，淨額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之減值 364 –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 10 32,657 1,138  

33,021 1,138  

其他費用╱（收入），淨額：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 342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之減值 – 588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之減值 101,541 82,197

取消確認融資擔保責任之收益 (101,541) (82,197)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減值撥回） 10 (933)

使用權資產減值╱（減值撥回） 515 (19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2 (1,256) –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3 – (4,924)

其他 702 1,547  

313 (3,916)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虧損，淨額 (14,639) 17,98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9) –
  

* 該結餘乃計入綜合損益表之「行政費用」。

** 該等結餘乃計入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之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之利息 9 794

租賃負債之利息 78 177  

87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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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
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其他地區
年內支出 4,803 7,098

遞延 210 94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5,013 7,192
  

7. 股息

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及支付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0港元（二零二一年：0.010港元） 9,087 9,087

已宣派及支付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30港元（二零二一年：0.025港元） 27,260 22,716  

36,347 31,803
  

本報告期結束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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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0.040港元（二零二一年：就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每股0.030港元），並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
實。

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908,663,302股（二零二一年：
908,663,302股）計算。

本公司於本年度並無已發行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31,021 26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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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續）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續）

股份數目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908,663,302 908,663,302

  

9.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股本投資 1,635 2,547

上市債券投資 (a) 1,186 33,040

場外交易股本投資 (b) 25,144 9,375

非上市股本投資 (c) 420 3,222

主要管理人員保險合約 (d) 25,482 24,701  

53,867 72,885
  

就報告目的分類為：
流動資產 28,385 48,184

非流動資產 25,482 24,701  

53,867 72,885
  

上述上市股本投資、上市債券投資及場外交易股本投資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原因為該等投
資持作買賣。

主要管理人員保險合約強制性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原因為合約現金流量並不純粹為支付本
金及利息。

非上市股本投資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原因是本集團並無不可撤銷地選擇將非上市股本投資
及分類為透過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平價值列賬。

附註：

(a) 上市債券投資的票面年利率介乎8.00%至8.75%（二零二一年：4.70%至8.75%），有效期自二零二二年九月
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三年三月六日（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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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續）

(b)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Tooniplay Co., Ltd. （「Tooniplay」）擁有股權，該公司主要從事流動游戲
開發業務。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Tooniplay超過20%股權，Tooniplay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由於該聯
營公司乃作為創投組織之投資組合一部分持有，故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按公平價值列賬。此處理方式獲香港會
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允許，該準則許可倘由創投組織持有之投資於初始確認時已指定
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並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入賬，而其公平價值變動於產生變動期內之綜合
損益表確認，則將該等投資剔出其適用範圍。

(c) 本公司主要擁有Urban City Joint Stock Company （主要在越南從事電子商務業務）及Connectivity Ventures Fund, 

LP （為投資基金及主要投資發展微晶片業務）的股權。

(d)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主要管理人員保險合約指與本集團及合營企業兩名主要管理人員有關的投資型人
壽保險計劃。投保總額為15,800,000美元（約122,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5,800,000美元（約122,800,000港
元）），年度最低保證回報率為2%。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若干主要管理人員保險合約8,233,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7,990,000港元）已質押以獲得授予本集團的一般銀行融資。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倘本集團退出保險合約，則賬戶價值於扣除退保費324,000美元（約2,517,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340,000美元（約2,642,000港元））後將退還至本集團。退保費金額隨時間的推移而減少，而於
合約簽訂的第19年開始不再需要退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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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53,203 46,832

減值 (44,604) (11,946)  

8,599 34,886
  

本集團與客戶訂立之交易條款視乎供應之產品類別而有所不同。賬款通常須於發票發出後30至45天內支付，惟已建
立長久業務關係之客戶之賬期則可延至超過60天。有關客戶特別指定及極為專門之項目，在接納訂單及交付產品之
前可能須預付按金或開立信用證。每名客戶均設定信貸上限。本集團致力對其未收回之應收款項實施嚴格控制，並
制定信貸管制政策，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由本公司之高級管理層及董事組成之信貸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審閱及批
核客戶大額信貸。鑑於上文所述，以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與為數眾多且分散之客戶有關，因此並無重大集中信
貸風險。本集團並未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物。應收貿易賬款不計利息。

基於發票日期並扣除虧損撥備，於報告期結束時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7,814 11,079

1至2個月 44 3,573

2至3個月 96 376

3至12個月 327 15,456

超過12個月 318 4,402  

8,599 34,886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 11,946 10,808

減值虧損，淨額（附註4） 32,657 1,138

匯兌調整 1 –  

年末 44,604 1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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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4,277 4,990

已收按金 1,320 2,357

應計費用 18,251 21,268  

23,848 28,615
  

根據付款到期日，於報告期結束時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即期 2,587 437

1至30日 26 –

31至60日 7 76

超過60日 1,657 4,477  

4,277 4,990
  

應付貿易賬款乃不計息，一般於30至90日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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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已出售淨負債：
物業、廠房及設備 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46
存貨 293
應收貿易賬款 68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48
應付貿易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3,029) 

(1,256)
出售時所保留投資之公平價值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4） 1,256 

以現金結付 –*
 

* 此項目金額少於一千。

有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流出淨額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已出售現金及銀行結存以及有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流出淨額 (546)
 

13.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

於去年，E-gogo Holdings Limited（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日前為本集團的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與本集團全資附屬
公司E-GoGo Limited及Signeo Design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及三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認購協議，據此，E-GoGo 

Limited及三名獨立第三方同意參與向E-gogo Holdings Limited注資。於注資之前，本集團持有E-gogo Holdings 

Limited的69%股權，而E-gogo Holdings Limited持有一間全資附屬公司PT Egogo Hub Indonesia。於二零二零年十一
月二日完成注資後，本集團仍保留其於E-gogo Holdings Limited的49.375%股權但喪失對E-GoGo Holdings Limited的
控制權。該交易已按視作出售附屬公司入賬及於E-gogo Holdings Limited的49.375%股權按於聯營公司的投資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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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續）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已出售淨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 1,19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561

應收貿易賬款 2,40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40

應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0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799)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829)

非控股權益 (1,079) 

2,401

匯兌波動儲備 108

出售時所保留投資之公平價值 (7,433)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4） 4,924 

以現金結付 –
 

有關視作出售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流出淨額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已出售現金及銀行結存以及有關視作出售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流出淨額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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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重點，連同二零二一年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數
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按分部劃分之收益
半導體分銷 1,012.7 1,190.4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29.0 47.1
創投 15.4 (15.3)
其他 0.7 3.7  

1,057.8 1,225.9  

除利息、稅項、折舊、攤銷及非現金項目前溢利╱（虧損）
公司 (26.6) (33.9)
創投 4.7 (19.4)
半導體分銷 291.8 354.7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6.9) (16.5)
其他 (6.4) (13.5)  

256.6 271.4  

折舊及攤銷
公司 (0.1) –
創投 (1.2) (1.3)
半導體分銷 (2.1) (2.1)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0.1) (0.1)
其他 – (0.1)  

折舊及攤銷總額 (3.5) (3.6)  

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 236.0 277.7
利息開支 – (1.0)
銀行利息收入 – –  

除稅前溢利 236.0 276.7
所得稅 (5.0) (7.2)  

年內溢利 231.0 269.5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31.0 269.8
非控股權益 – (0.3)  

231.0 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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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回首二零二一年，隨著疫苗接種率上升以及商業活動逐漸回復常態，全球多個主要經濟體系重拾增
長動力。中國政府更憑藉強力有效的措施防控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保障經濟復甦後的穩定發展。根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二零二一年全年經濟同比增長達8.1%，高於中國政府「國內生產總值
增長6%以上」的同年年初預期目標。然而，中國經濟增長有所放緩，由二零二一年第二季度的7.9%

跌至於第四季度僅增長4.0%。地緣政治問題、急劇通貨膨脹、曠日持久的疫情、環球經濟復甦步
伐不明朗等，仍將持續為全球經濟環境帶來隱憂。二零二一年初，為了振興經濟和保障金融市場穩
定，全球不同國家政府曾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以及寬鬆貨幣政策，令商品及石油、天然氣等等
的能源價格持續飈升，引發顯著的通貨膨脹。根據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惠譽國際的資料，二零二一年
全球有多個國家及地區的通脹率創多年來的新高。踏入二零二二年初，通脹、商品供需失衡問題更
因地緣政治問題而加劇。通脹壓力持續，市場預期美國聯邦儲備局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美國聯邦
儲備局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宣佈開始縮減買債規模，資本市場預期美國聯邦儲備局將會加息，為環
球經濟復甦添加不明朗因素。隨著地緣緊張局勢惡化、全球供應鏈嚴重受阻，預期二零二二年的全
球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前景惡化。惠譽國際更預測，二零二二年全球GDP增長將下降0.7個百
分點。經濟環境隱憂重重，或將對行業前景帶來負面影響。

回顧年度內，面對充滿挑戰的外部環境以及全球經濟環境持續動盪多變，本集團分部營業額為
1,057,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225,900,000港元），下降約13.7%。其中半導體分銷業務錄得營
業額1,012,7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190,400,000港元），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錄得收益
29,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47,100,000港元），創投業務錄得溢利15,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
損15,300,000港元）及互聯網社交媒體業務錄得收益7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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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分銷業務

市場調研機構國際數據公司（「IDC」）指出，半導體供應鏈於二零二一年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等因素影
響，以致半導體市場依然出現零星短缺失衡、供應緊張的問題。全球晶片製造商和半導體廠商尚未
能完全滿足電子產品、智能手機、個人電腦及伺服器等消費市場的需求。

消費半導體分部亦受智能手機市場差於預期增長而影響。根據IDC的研究，儘管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表現強勁，惟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及第四季各錄得減少6.7%及3.2%。二零二一年
全球智能手機的出貨量約為1,350,000,000部，與二零二零年相比僅增長5.7%。此外，受消費習慣、
需求轉變影響，大眾較偏向購買入門級至中端智能手機機型，減少購買高端機型，以致供應商降低
智能手機所需影像傳感器等手機元件所需半導體的採購量。

回顧年度內，各國及地區相繼出現新型冠狀病毒新變種，疫情依然持續為經濟復甦帶來重重壓力。
二零二二年初，中國內地政府採取短期及局部封區為主的防疫措施，對半導體供應鏈、相關產品的
消費市場需求產生一定影響。

回顧年度內，半導體分銷業務錄得營業額1,012,7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190,400,000港元），主
要源自新加坡附屬公司。新加坡附屬公司業務專注於東南亞國家如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及菲律賓
等。銷往新加坡市場的主要產品是存儲晶片，其次為廣泛應用於液晶電視的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器
及面板。

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合營企業同憶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同憶集團」）營業額並無合併到本
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其營業額錄得26,279,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8,612,000,000港元）。本集團
於同憶集團所分佔溢利與過往年度相比有所下降，主要由於同憶集團於回顧年度內的營業額略減。
同憶集團的主要客戶是中國的主要手機製造商和手機元件供應商。同憶集團主要從事分銷三星電子
包括(i)影像傳感器(ii)多制層封裝晶片和(iii)ARM處理器。

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

本集團的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現時主要由其中一間附屬公司E-GoGo Limited負責整體營運，
代理多種電子產品，由小型家電以至最新潮流科技品都一應俱全，目標是提升用家的生活質素及照
顧用家所需。主攻市場包括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印尼等地區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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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年度內，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錄得營業額29,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47,100,000港
元）。由於全球旅遊業停擺，加上本地社交距離措施依然維持，香港消費零售市場未能扭轉劣勢。二
零二二年初香港更爆發迄今本地最嚴重的第五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社會耐力已被兩年來的抗疫
疲勞磨損之時，重重打擊經濟活動及削弱大眾消費意欲。本地消費市道持續疲弱，這對本集團之相
關業務產生一定程度上的負面影響。東南亞市場方面，持續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經濟商務活動催
生新的消費與銷售模式，預計將會有更多零售商轉向線上經營，促進端到端數碼化的大規模轉移。
據谷歌、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及貝恩策略顧問公司聯合發佈的研究報告指出，受電子商務業務及線上
食物外賣平台使用頻繁所推動，東南亞網絡產業的網站成交金額可望由二零二一年年底的1,740億美
元增長至二零二五年的約3,600億美元。東南亞電子商務活動的崛起，更加鼓勵客戶積極尋求發展與
營運相關的前端數碼工具和後端數碼解決方案。這些利好因素或將繼續有助推動消費類產品及產品
採購業務的穩健發展。

本集團將持續關注疫情的發展，有效調配和運用消費類產品及產品採購業務之相關資源，為往後疫
情復甦和本地消費市道回暖及時作出準備，務求於線下和線上繼續為更多客戶提供優質可靠的服
務。

互聯網社交媒體業務

回顧年度內，830 Media Limited（「830 Media」）錄得收益為7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700,000港
元），貢獻主要來自於830 Lab Limited（「830 Lab」）。

830 Lab致力於協助其客戶在線上推廣品牌和業務。830 Lab不單提供網頁設計及開發服務，同時提供
包括拍攝和攝影在內的線上內容創作服務。

此外，830 Media一直為家長發展其「He She Kids」Facebook專頁，自成立以來一直專注創作及製作
高質素影片，分別於「He She Kids」網頁和Facebook專頁分享大量育兒親子資訊及視頻，緊貼熱門話
題，知名度不斷提高，同時也越來越受到更多父母的歡迎。

本集團將繼續審視並運用現有品牌資源及運營策略經驗，以管理其互聯網社交媒體業務。本集團密
切關注行業發展的最新動態，因時度勢制定的發展策略，藉發揮不同的創造空間和創意渠道，把握
疫情帶來的互聯網社交媒體市場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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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投業務

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創投業務營業額錄得溢利15,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15,300,000港元），
主要由於本年度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錄得公平價值收益╱（虧損），淨額、上市債券
投資的利息收入以及上市股本投資的股息收入。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上市
及非上市股本投資、上市債券投資、場外交易股本投資及主要管理人員保險合約，其公平市值為
53,9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72,900,000港元）。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創投業務錄得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公平價值收益淨額14,6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公平價值虧損
18,000,000港元）。

創投業務一直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收入，其最終目標為在被投資企業股本上市後或在特別情況下上市
前取得資本收益。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主要戰策性投資包括於Tooniplay Co., Ltd.及Urban City Joint 

Stock Company的投資。Tooniplay Co., Ltd.為一間以韓國為駐地的流動遊戲開發商，而Urban City 

Joint Stock Company則是一間越南電子商務公司。

展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二零二一年四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二零二二年全球經濟增長幅度僅僅
為3.6%，較同年一月預測值下調0.8個百分點。 根據畢馬威發佈的《二零二二全球半導體產業大調
查》，半導體產業未來三大重要發展方向在於無線通訊、車用領域應用、物聯網。無線通訊是目前半
導體產業最主要銷售收入來源，包括5G基礎設施、智慧型手機、其他行動裝置的領域。感測器╱微
機電系統則視為半導體產品之中增長最快的領域。預計微處理器成為最具增長潛力第二名的半導體
產品。根據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預測，二零二二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將錄得8.8%增長至6,010億美
元，其中預計傳感器及邏輯器件將增長逾10%。 

然而，全球半導體產業很可能將會繼續面臨供應鏈困難的局面。根據《二零二二全球半導體產業大調
查》結果顯示，大多美國半導體產業的最高階主管均認為晶片供需失衡問題將會延續至二零二三年。
晶片供應不足、人才短缺等問題預計對全球半導體產業收入構成重大壓力。半導體企業密切關注業
務受地緣政治因素、供應鏈問題、相關貿易協定等議題影響。半導體產業目前是全球互聯經濟最重
要部分之一，支撐眾多產業的應用發展。不少相關企業將朝向終端市場發展，並因應多樣化與瞬息
萬變的市場需求，積極尋求供應鏈能多樣化發展並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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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加快科技發展，增加消費市場對5G的興趣。全球企業亦積極部署5G等新一代
無線技術投資的前瞻計劃，致力開發全新解決方案和產品服務，應對當前及未來衝擊。然而，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尚未完全消退；二零二二年初，中國內地若干城市及地區更出現疫情短暫反彈，中國
政府採取嚴厲及局部封區的防控措施以遏制疫情，影響經濟穩步復甦的步伐。不過，隨著強而有力
的防疫政策及加強疫苗接種從而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勢重拾合理平衡的增長
節奏。 

全球政治經濟局勢複雜多變，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興起，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其多種影響亦仍未消
除。各國尤其主要經濟體為應對疫情而推出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促進經濟復甦的同時，
亦為政經環境帶來若干副作用，令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仍然存在不確定性。本集團將繼續投入大量
精力從人員、運營和技術的角度，應對這種新環境所帶來的種種挑戰。憑藉審慎的發展戰略及行業
領先地位，本集團會正視各種挑戰，並繼續努力實現穩定增長，鞏固立足點、保持競爭優勢及保持
韌性和堅定，力爭為股東帶來合理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債務總額狀況及相應資本負債比率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52.2 124.3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計入流動資產） 28.4 48.2  

180.6 172.5
  

借款及租賃負債 7.6 1.6
  

權益總額 1,622.0 1,425.0
  

債務總額與權益總額之比率 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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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即現金及銀行結存以及於其他金融機構
之存款）為152,2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24,300,000港元），而本集團透過損益按公
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計入流動資產）為28,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48,200,000港
元）。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及金融資產包括固定收入、股本及另類投資之平衡組合，
而該等款額指本集團持有作中期至長期業務發展之現金儲備，並將成為本集團資金之一部分。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債務總額與權益總額之比率為0.5%（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0.1%），本集團之權益總額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1,622,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1,425,000,000港元），而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及股本投資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計入流動資產）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總額為180,6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172,500,000港元）。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狀況仍然穩健。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流動資金比率為239%（二零二一
年：175%）。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流動資產 258.6 257.1

流動負債 (108.4) (146.5)  

流動資產淨值 150.2 110.6  

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 239% 175%
  

管理層相信，本集團依循審慎政策管理其財資水準，並維持高度流動資金，以確保本集團能夠隨時
把握業務增長機會。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約53,900,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72,900,000港元）。有關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明細，請參閱
綜合財務狀況表附註9。有關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於年內之表現及未來前景，請參閱
本全年業績公佈第28頁「業務回顧－創投業務」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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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服務合約

各執行董事已與本公司訂立為期一年之服務合約，及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與本公司訂立為期一年的
委任函。

概無擬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的董事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訂有本集團不可於一年內終止而毋
須賠償（法定賠償除外）的服務合約。

資產抵押

本集團若干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已抵押以獲得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融資。

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137名（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64名）全職僱
員。本集團乃根據員工之功績及員工於職位上之發展潛力而聘用及提供晉升機會。薪酬組合乃參照
員工之表現及市場當時之薪金水準而釐定。此外，本集團為合資格僱員營辦一項購股權計劃，就各
參與僱員之貢獻及提升本集團利益之不懈努力提供獎勵。本集團亦會按本集團及僱員個人表現授出
購股權及酌情花紅。

報告期後事件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現金代價4,250,000新加
坡元（相當於約24,013,000港元）出售其位於新加坡的其中一項投資物業。此交易已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二十日完成，且在出售時並無產生重大的稅前收益或虧損。有關該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
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發佈的公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年內概無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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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載列之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下文披露的偏離企業
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2.1條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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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C.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於本年度內，
本公司之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職位由蘇煜均博士擔任。

董事會相信，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交由同一人兼任，能有助執行本集團之業務策略，提升營運
效率。因此，董事會認為，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在有關情況下實屬適當。再者，
在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監督下，董事會恰當地以權力平衡之方式
構建，為保障本集團及其股東之權益提供充分監察。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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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對
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內均已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乃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而設立，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
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呂明華博士，SBS，太平紳士、Charles Edward 

Chapman先生及黎 鴻先生。彼等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
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審閱初步公佈

初步公佈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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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綜合全
面收入表及其相關附註中之數字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核對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進行之鑒證業務，因此，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並
無就初步公佈發出鑒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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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040港元（二零二一年：0.030

港元），須待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建議末期股息如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日（星期五）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批准，將於二零
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派付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日（星期五）舉行股東週年大會。為釐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二）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二日（星期五）（首尾兩天
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
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供登記。

為釐定有權收取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建議末期股息之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二零
二二年九月八日（星期四）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謹此提醒各股東，為符合資格收取建議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七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供登記。

刊發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佈可於聯交所之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網站(www.avconcept.com)上閱
覽。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一切資料之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
股東，且可於上述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AV CONCEPT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蘇煜均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蘇煜均博士（主席）、蘇智恒先生及蘇智燊先生，以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呂明華博士，SBS，太平紳士、Charles Edward Chapman先生及黎 鴻
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