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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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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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00765）

PERFEC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各位「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以及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 4 81,571 71,344
銷售成本 (58,005) (46,305)

毛利 23,566 25,039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5 458 1,741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減值虧損 10 — (1,056)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 — (1,900)
分銷成本 (1,101) (1,405)
行政費用 (30,582) (26,326)
財務費用 (534) (1,442)

除稅前虧損 6 (8,193) (5,349)
所得稅開支 7 (1,238) (737)

本期間虧損 (9,431) (6,086)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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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100 (161)

本期間總全面開支 (8,331) (6,247)

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9,975) (7,151)
非控股權益 544 1,065

本期間虧損 (9,431) (6,086)

應佔本期間總全面（開支）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 (9,008) (7,296)
非控股權益 677 1,049

本期間總全面開支 (8,331) (6,247)

每股虧損 9
基本（每股港仙） (3.05) (2.19)

攤薄（每股港仙） (3.05)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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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10 22,609 23,800
使用權資產 14,308 12,450
遞延稅項資產 2,130 2,130

39,047 38,380

流動資產
存貨 19,767 18,33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21,800 24,07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8,405 13,391

銀行結餘及現金 72,485 59,467

122,457 115,262

列為待出售的出售組別之資產 12 — 67,175

122,457 182,43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29,352 53,423
租賃負債 1,134 297
應付附屬公司董事款項 14 — 27,931
稅項負債 4,529 3,391

35,015 85,042

與列為待出售的出售組別直接有關之負債 12 — 204

35,015 85,246

流動資產淨值 87,442 97,1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6,489 135,57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844 12,685

資產淨值 112,645 12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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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2,692 32,692
儲備 64,723 57,030
與列為待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有關於其他 
全面收入確認並於權益累積的金額 12 — 16,7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7,415 106,423
非控股權益 15,230 16,463

總權益 112,645 12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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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
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而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值計量之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除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會計政策改變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就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
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2019冠狀病毒相關租金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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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 第2階段

本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
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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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收益指期內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而已收及應收之款額（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於某個時間點確認的客戶合約收益：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 1,044 1,827

玩具產品 80,527 69,517

81,571 71,344

4. 分類報告

為管理需要，本集團將現有之業務劃分為兩個業務分類，分別為奇趣精品及裝飾品之製造及銷售以
及玩具產品之製造及銷售。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及總收益 1,044 80,527 81,571

業績
分類業績 (3,584) 1,104 (2,480)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收益 34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虧損 (133)

未分攤企業開支淨額 (5,392)

財務費用 (534)

除稅前虧損 (8,193)

所得稅開支 (1,238)

本期間虧損 (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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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28,762 111,183 139,945

未分攤企業資產 21,559

綜合總資產 161,504

負債
分類負債 15,998 32,775 48,773

未分攤企業負債 86

綜合總負債 48,859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及總收益 1,827 69,517 71,344

業績
分類業績 (2,522) 7,638 5,116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減值虧損 (1,056)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 (1,900)

未分攤企業開支淨額 (6,067)

財務費用 (1,442)

除稅前虧損 (5,349)

所得稅開支 (737)

本期間虧損 (6,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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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19,900 105,990 125,890

未分攤企業資產 94,927

綜合總資產 220,817

負債
分類負債 15,303 54,669 69,972

未分攤企業負債 27,959

綜合總負債 97,931

 地區資料

本集團按客戶地點劃分之外部客戶收益詳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市場地區劃分之收益：
香港 3,971 1,860

歐洲 3,580 2,079

美國 10,698 2,346

亞洲（除香港外） 62,908 64,781

其他地區 414 278

81,571 7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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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分類資產之賬面值分析：

分類資產之賬面值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00,480 147,48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61,024 73,330

161,504 220,817

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作現金管理目的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110 173

租金收入 13 408

廢料及樣品銷售（附註） 1,003 —

模具收入（附註） 378 347

實驗室測試收入（附註） 89 198

來自中國政府的津貼收入 85 726

出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收益 23 35

出售列為待出售的出售組別的收益（附註15） 249 —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收益 346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虧損 (133) —

終止租賃之收益 — 28

匯兌虧損淨額 (1,808) (340)

其他（附註） 103 166

458 1,741

附註： 該等收入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於某個時間點確認的客戶合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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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2,506 3,574
— 使用權資產 628 360

3,134 3,934

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329 568

中國企業所得稅 14 56

1,343 62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115) 101

中國企業所得稅 10 8

(105) 109

遞延稅項：
本年度 — 4

於損益中確認之所得稅開支總額 1,238 737

8.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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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約港幣9,975,000元（二零二零年：港
幣7,151,000元）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26,923,607股（二零二零年：326,923,607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概因這兩個
期間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10.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以約港幣1,297,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1,456,000元）購入物業、機器設備及儀
器。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集團就租賃土地及樓宇確認減值虧損約港幣1,056,000元。
租賃土地及樓宇的可收回金額乃根據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估算。租賃土地及樓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的公平值乃由董事經參考同類物業之近期市場交易價後釐定。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包括貿易應收賬款（經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港幣18,795,000元（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0,044,000元）。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平均為60天。以下為本集團於本
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及經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後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60天 17,803 18,134

61–90天 855 184

91–120天 — 1,262

超過120天 137 464

18,795 20,044

12. 列為待出售的出售組別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Perfectech International (B.V.I.) Limited（「賣方」）
與Grand Oasis Ventures Limited（「買方」）就出售Perfect Skill Limited（「Perfect Skill」）（本公司之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及Perfect Skill欠付賣方之一切責任、負債及債務（「出售組別」）訂立有
條件買賣協議（「出售事項」），代價為港幣67,100,000元。出售組別應佔的資產及負債已列為待出售的
出售組別並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單獨呈列。就分部報告而言，出售組
別計入本集團的未分配企業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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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待出售的出售組別資產及負債的主要類別如下：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30,471

投資物業 36,329

其他應收款項 41

銀行結餘及現金 334

列為待出售的出售組別之資產 67,175

其他應付款項 (204)

與列為待出售的出售組別直接有關之負債 (204)

與列為待出售的出售組別有關的物業重估儲備累積金額港幣16,701,000元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權益內獨立列示。

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日完成，及收益港幣249,000元已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其他收入、
收益及虧損淨額中確認。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包括貿易應付賬款港幣17,862,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2,993,000

元）。以下為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60天 13,459 10,292

61–90天 2,576 1,387

91–120天 856 154

超過120天 971 1,160

17,862 12,993

14. 應付附屬公司董事款項

該款項指應付本公司附屬公司的前董事（已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辭世）的繼承人劉桂娥女士的
款項。該款項按一般商務條款進行、按年利率4%計息、無抵押及須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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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出售出售組別

誠如附註12所述，本集團出售出售組別，包括Perfect Skill及其附屬公司。出售日期的相關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出售出售組別的收益：
已收代價 67,100

已出售資產淨值（附註a） (66,851)

出售出售組別的收益 249

附註a：  資產淨值包括就該出售組別持有的辦公場所收取的租賃按金港幣1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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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零）。

業務及財務回顧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受二零一九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爆發的影響，本
集團的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儘管營商環境
惡劣，本集團的收益按年增長14%至約港幣81,571,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71,344,000
元）。收益增長是由於玩具產品銷售增長，抵銷奇趣精品及裝飾品銷售下跌所致。本集團
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約港幣9,975,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7,151,000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均為3.05港仙（二零二零年：均為2.19港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核心業務錄得虧損港幣2,480,000元（二
零二零年：溢利港幣5,116,000元）。下文闡釋核心業務各分類之詳細表現。

玩具產品

玩具產品分類之收益按年增加約16%至約港幣80,527,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69,517,000
元），佔本集團總收益約99%。該分類收益增加主要因美國、香港及歐洲的銷售增加，但
被亞洲（香港除外）的銷售下跌抵銷所致。該分部的溢利減少至約港幣1,104,000元 （二零
二零年：港幣7,638,000元），由於原材料成本、分包成本及中國境內生產人員的社會保險
成本增加導致毛利及毛利率下降。人民幣升值導致外匯虧損增加亦導致溢利有所減少。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分類的收益按年減少約43%至約港幣1,044,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1,827,000元），及該分類的虧損約為港幣3,584,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2,522,000元）。這
主要是由於在COVID-19疫情影響下美國及歐洲對奇趣精品及裝飾品的需求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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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

分銷成本按年減少約22%至約港幣1,101,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1,405,000元），乃因本
集團採取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所致。

行政費用主要指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中國境內行政管理人員的社會保險、物業、
機器設備及儀器以及使用權資產之折舊、法律及專業費用及其他行政費用。該款項按年
增加約16%至約港幣30,582,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26,326,000元），主要因員工成本及
中國境內行政管理人員的社會保險成本有所增加所致。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按年減少約63%至約港幣534,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1,442,000元），乃由於應
付附屬公司董事款項利息及銀行借款利息減少所致。

資金流動性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應付附屬公司董事款項港幣零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27,931,000元）。本集團之負債權益比率（按應付附屬公司董事款項除以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為0%（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港幣72,485,000元（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9,467,000元）。以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淨值
約港幣87,442,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7,191,000元），本集團具有充足
之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資產淨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港幣0.3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0.33元），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港幣97,415,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港幣106,423,000元）除以當日實際已發行股份數目326,923,607股（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26,923,607股）計算。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或然負債

本集團的或然負債自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概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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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約港幣8,405,000元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3,391,000元），包括在香港上市的股本證券港幣零元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58,000元）、在香港境外上市的債務證券約港幣
2,976,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094,000元）、非上市管理基金約港幣
3,929,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0,139,000元）及非上市證券約港幣
1,5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零元）。期內，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的收益約為港幣346,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零元），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公平值虧損約為港幣133,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零元）。

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Perfectech International (B.V.I.) 
Limited（「賣方」）與Grand Oasis Ventures Limited就出售Perfect Skill Limited（「Perfect 
Skill」）（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及Perfect Skill欠付賣方之一切責
任、負債及債務（「出售組別」）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代價約港幣67,100,000元。於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售組別的主要資產是本集團的租賃土地及樓宇約港幣30,471,000
元及投資物業約港幣36,329,000元。出售組別應佔的資產及負債列為待出售的出售組別並
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單獨呈列。該交易已於二零二一年二
月十日完成。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710名（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0名）全
職僱員。本集團主要依據現時業內之慣例及僱員之個人表現釐定其薪酬。本集團亦為其
全職僱員設立購股權計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銷售及採購主要以港幣及美元（「美元」）結算，而其所有工廠位於中國，所產生
之開支以人民幣結算。由於港幣繼續與美元維持掛鈎，本集團預計在這方面不會有重大
風險，以及將會繼續緊密監察人民幣趨勢，觀察是否有需要任何對沖活動。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財務工具以對沖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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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標題為「內幕消息有關買賣框架協議」之公告
所述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進一步討論，於二零一九
年八月十五日，本公司與Sino-Science Netherlands Petroleum B.V.（「SSNP」，乃根據荷
蘭法例成立的公司）訂立買賣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收購Sozak Oil and Gas 
JSC（前稱為Sozak Oil and Gas LLP）（「Sozak」，乃根據哈薩克斯坦法律成立）50%以上的
全部參與權益或股份（「建議收購事項」）。Sozak主要於南哈薩克斯坦區域及哈薩克斯坦
Kyzylorda區域從事石油及天然氣勘探業務，其油氣資產位於哈薩克斯坦楚 — 薩雷蘇盆
地的馬塞爾區塊，現正處於評價期。建議收購事項的對價將由本公司以現金、本公司配
發及發行新股份及╱或本公司按SSNP與本公司議定的價格發行其他形式的證券的組合方
式支付。建議收購事項的重大條款尚待協定，且須待簽署最終正式協議後方可作實。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仍在與SSNP就重大條款進行磋商並在就建議收購事項作出
適當安排，藉以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落實建議收購事項。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加州超級算力網絡
技術有限公司*(California Super Computing Network Technology, Inc.)與Affluence 
Energy Holding SARL訂立的BOINC戰略合作協議及本公司與Chainup Pte. Ltd.及Sozak
訂立的鏈上戰略合作協議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
公司與達沃克斯技術公司*(Davox Technology AG)訂立的大幣網戰略合作協議（BOINC
戰略合作協議，連同鏈上戰略合作協議及大幣網戰略合作協議統稱為「戰略合作協議」）
所述，本公司已與有關各方訂立戰略合作協議，旨在涉足區塊鏈與加密貨幣領域的業務。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與戰略合作協議各方尚未進行任何交易。戰略合作協議項下擬進
行的任何可能合作須待本公司與協議有關各方簽訂最終協議後方可作實。由於合作不一
定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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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就戰略合作協議項下的項目發展事宜作出進一步公告。

前景

董事認為，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受限於與訂約各方簽訂的最終協議）將有利於促進本集團
開展區塊鏈與加密貨幣領域業務。訂約各方將利用各自的資本、平台及資源優勢，共同
推動區塊鏈技術及行業發展。

在推進區塊鏈與加密貨幣領域業務的同時，本公司將繼續積極物色優質的石油與天然氣
開發領域的併購整合機會，將公司打造成以能源為核心優勢的資源整合企業。

董事致力落實建議收購事項及戰略合作協議，以期為本集團帶來附加值及新收入來源，
並提升本公司股東價值，為股東帶來長期回報。

同時，COVID-19疫情大爆發，預期繼續令本集團今年的經營環境充滿不確定因素及挑
戰。董事唯有謹慎行事。本集團將繼續優化其產品組合，以滿足客戶需求，提高生產及
經營效率，並採取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以將該等挑戰產生的影響降至最低。

在全體僱員的共同努力下，本集團致力於與其客戶、業務合夥人及股東友好共事，以實
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並為其股東帶來可觀的回報。

報告期後事項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的公告所披露：

梁德豪（「梁先生」）因有其他個人事務需投入更多精力及時間，已辭任本公司的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及上市規則第3.05條下之本公司的授權代表（「授權代表」），自二零二一年
八月三十日起生效。伍智敏女士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三
十日起生效以替代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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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因有其他個人事務需投入更多精力及時間，亦已辭任本公司首席財務官，自二零
二一年九月六日起生效。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聯交所或其他
交易所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根據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4之最近期經修訂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
文」）採納企業管治守則並不時作出修改。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除外：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當有所區分，不應由同一個人
兼任。

朱玉琪女士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五日辭任非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主席」）及本公司
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主席後，主席的職責將由董事會全體董事及公司秘書共同承
擔。

董事會相信，在管理層的支持下，主席的角色由董事會及公司秘書共同承擔，可以促進
本集團業務策略的執行，並加強其運作的有效性。此外，董事會認為，目前的結構將加
強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和授權平衡，因為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和優秀的人才
組成，彼等定期會面討論有關本公司運作方面的事宜，並對本公司業務戰略及運作的決
策過程承擔集體責任。

董事會正在物色具有適當經驗的合適人選擔任主席，在此之前，主席的職責將由董事及
公司秘書共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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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以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謝曉宏先生、耿建華先生及劉樹人先生，
而劉樹人先生亦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刊載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perfectech.hk)。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
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李邵華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邵華先生及潘偉業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劉樹人先生、謝曉宏先生及耿建華先生。

www.hkexnews.hk
www.perfectec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