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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錄得收益及毛利分別約300.9百萬港元及約72.4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

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收益及毛利約239.7百萬港元及約61.9百萬港元分別增加約25.5%及約17.0%。

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除稅後淨虧損（「淨虧損」）約為18.3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

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除稅後純利（「純利」）約98.9百萬港元）。

僅供說明之用，剔除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及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

變動的影響後，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純利約7.1百萬港元，而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

則錄得虧損淨額約1.3百萬港元。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派發股息（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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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

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300,886 239,744
銷售成本 (228,472) (177,875)    

毛利 72,414 61,869
其他收入 458 552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6 (24,977) 103,046
分銷及銷售開支 (19,251) (20,579)
行政及其他開支 (42,411) (42,009)
融資成本 (1,151) (946)    

除稅前（虧損）溢利 7 (14,918) 101,933
稅項 8 (3,809) (3,812)    

期內（虧損）溢利 (18,727) 98,12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重估無形資產之收益 – 423

其後將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38 (108)    

38 315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8,689) 98,436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8,270) 98,913
非控股權益 (457) (792)    

(18,727) 98,121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8,232) 99,228
非控股權益 (457) (792)    

18,689 98,436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9
基本 (1.81) 9.84
攤薄 (1.79)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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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11 80,040 86,152

商譽 3,216 3,216

無形資產 39,092 40,26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4,874 37,854

遞延稅項資產 4,361 4,231

預付款項及按金 12 96,155 89,580    

237,738 261,297    

流動資產

存貨 21,212 13,830

應收貸款 4,666 4,66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12 251,483 200,008

可收回稅項 20 18

合約資產 13 12,363 6,99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045 4,406

銀行結餘及現金 30,497 49,126    

322,286 279,04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 87,276 70,717

租賃負債 6,445 6,855

合約負債 146,274 134,208

銀行借款 15 39,793 37,021

稅項負債 5,990 1,854    

285,778 250,655    

流動資產淨值 36,508 28,3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4,246 289,688    



7

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22/23中期報告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835 8,843

合約負債 98,399 90,835

銀行借款 15 17,310 18,756

遞延稅項負債 6,450 6,643    

127,994 125,077    

資產淨值 146,252 164,61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10,117 10,117

儲備 132,001 149,90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2,118 160,020

非控股權益 4,134 4,591    

總權益 146,252 16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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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購股權儲備 重估儲備 換算儲備 累計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117 70,942 3,633 4,261 – (590) 71,657 160,020 4,591 164,611           

期內虧損 – – – – – – (18,270) (18,270) (457) (18,72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 38 – 38 – 38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38 (18,270) (18,232) (457) (18,689)           

於行使購股權後發行股份 – 59 – (18) – – – 41 – 41
於沒收購股權後轉入累計溢利 – – – (407) – – 407 – – –
確認已授出購股權 – – – 289 – – – 289 – 289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117 71,001 3,633 4,125 – (552) 53,794 142,118 4,134 146,252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049 65,798 3,633 2,644 – (262) 57,996 139,858 4,318 144,176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98,913 98,913 (792) 98,12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 – – – 423 (108) – 315 – 315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423 (108) 98,913 99,228 (792) 98,436           

已付股息（附註10） – – – – – – (10,049) (10,049) – (10,049)
於沒收購股權後轉入累計溢利 – – – (58) – – 58 – – –
確認已授出購股權 – – – 1,300 – – – 1,300 – 1,300
非控股權益注資 – – – – – – – – 1,200 1,200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049 65,798 3,633 3,886 423 (370) 146,918 230,337 4,726 23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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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5,053) 71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購買物業及設備 (1,084) (35,335)

投資於無形資產 – (12,401)

其他投資活動 181 2,795   

(903) (44,941)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已籌集銀行借款 58,196 35,273

償還銀行借款 (55,876) (1,308)

租賃負債付款 (3,418) (4,179)

已付股息 – (10,049)

其他融資活動 (1,109) 253   

(2,207) 19,99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8,163) (24,234)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126 73,383

匯率變動的影響 (466) (332)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30,497 4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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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分銷網絡安全產品、提供網

絡安全服務以及提供金融服務及投資業務。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分別位於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及香港中環雲咸街8號20樓。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

文所編製。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均以港元（「港元」）列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包括簡明綜合財務

資料及選定說明附註。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發佈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二

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況及業績變動而言屬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說明。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及附註並不包括所有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全套財務報表所需的資料，故須與二

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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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主要會計政策

擬備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用的會計政策與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與香港會計師公會所

頒佈，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有關者除外。除二零二二年年

度財務報表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並未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擬備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過程中，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以及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

來源，均與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

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對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繁重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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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之年

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採用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

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載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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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收益

收益指本集團於本期間就向外部客戶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已收及應收的款項的公平值減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

本集團於本期間按分部劃分的貨品及服務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種類：

網絡安全產品業務*
－採購網路安全產品、系統安全產品及應用及數據安全產品 178,430 132,940   

網絡安全服務業務*
－提供技術推行服務 15,146 17,117
－提供維護及支援服務 107,282 89,687    

122,428 106,804    

金融服務及投資業務*
－提供金融服務 28 –   

300,886 239,744   

* 分部名稱於附註5「分部資料」一節界定。

就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相關資料按所提供貨品或服務的付運地點呈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之確認時點：

於某段時間內 122,456 106,804
於某一時點 178,430 132,940    

300,886 23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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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部資料

分部收益及業績

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的資料乃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作出，側重於所交付貨品或

所提供服務之種類。

因此，本集團的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1) 網絡安全產品業務指本集團採購網絡安全產品、系統安全產品及應用及數據安全產品；

(2) 網絡安全服務業務指本集團向客戶提供技術推行及維護及支援服務；及

(3) 金融服務及投資業務指本集團向客戶提供金融服務、創業投資及證券買賣。

本集團的經營及可呈報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網絡安全

產品業務

網絡安全

服務業務

金融服務及

投資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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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178,430 122,428 28 300,886     

分部業績 30,518 41,866 (29,960) 42,424    

其他收入 458

未分配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364

未分配分銷及銷售開支 (18,914)

未分配行政及其他開支 (38,099)

融資成本 (1,151)     

除稅前虧損 (14,918)     



14

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22/23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網絡安全

產品業務

網絡安全

服務業務

金融服務及

投資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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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132,940 106,804 – 239,744     

分部業績 26,638 35,231 94,123 155,992    

其他收入 552

未分配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2,986

未分配分銷及銷售開支 (19,376)

未分配行政及其他開支 (37,275)

融資成本 (946)     

除稅前溢利 101,933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產生的（虧損）╱賺取的溢利（未經分配其他收入、若干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若干分銷及銷

售開支、若干行政及其他開支及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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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部資料（續）

地域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地域市場：

香港 277,247 216,424

澳門（附註） 11,689 11,015

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附註） 5,355 3,51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包括香港及澳門） 6,026 5,884

新加坡共和國（「新加坡」） 569 2,904    

300,886 239,744   

附註： 對位於澳門及蒙古客戶的銷售乃透過本集團於香港及新加坡的附屬公司的運營作出。

6.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匯收益淨額 364 418

出售物業及設備收益 – 2,56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收益 (25,341) 100,238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虧損淨額 – (178)   

(24,977) 10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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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溢利於扣除以下各項後計算：

員工成本：

董事薪酬 4,590 5,889

其他員工成本 40,078 39,74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015 1,840

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289 782    

46,972 48,251   

核數師薪酬 875 757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47,912 106,302

與短期租賃相關之開支 475 300   

無形資產攤銷 1,172 –

使用權資產折舊 3,415 4,298

其他物業及設備折舊 3,833 3,646    

物業及設備折舊 7,248 7,944   



17

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22/23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4,132 3,125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167    

4,132 3,292

遞延稅項（抵免）支出 (323) 520   

3,809 3,812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其中一間附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乃按首二百萬港元

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8.25%計算，而超過二百萬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則按16.5%計算。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

資格的公司溢利將繼續按劃一稅率16.5%課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於中國產生之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

稅計提撥備。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之25%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於澳門產生之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就澳門所得補充稅計提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於新加坡產生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就新加坡所得稅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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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22/23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而言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溢利 (18,270) 98,91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11,716 1,004,946

加：購股權計劃項下之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6,409 –   

就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18,125 1,004,946   

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宣派及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0.01港元

（總金額約10,049,000港元）之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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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22/23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物業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及設備約1,083,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45,905,000港元）。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貿易應收款項 136,785 99,363

減：信貸虧損撥備 (847) (847)   

135,938 98,516

就維護及支援服務預付供應商的款項 106,956 94,001

與經紀行及託管人的應收款項 1,315 1,312

其他應收稅項 607 526

預付款項及其他 6,667 5,653   

251,483 200,008   

非即期

租賃按金 4,402 4,402

人壽保險保單按金 14,003 13,837

所收取的人壽保險預付保費 350 371

就維護及支援服務預付供應商的款項 77,400 70,970   

96,155 89,58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總額 347,638 289,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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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續）

以下為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信貸虧損）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94,829 59,482

31至60日 26,779 26,742

61至90日 11,889 7,929

91至120日 1,554 3,354

121至365日 887 1,009   

135,938 98,516   

13. 合約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技術推行服務合約的合約資產 12,426 7,055

減：信貸虧損撥備 (63) (63)   

12,363 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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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72,556 53,077

應計開支 4,666 7,198

應計員工成本 8,116 8,575

其他 1,938 1,867   

87,276 70,717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72,556 52,880

61至90日 – 197   

72,556 5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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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銀行借款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及有擔保銀行借款 57,103 55,777   

上述銀行借款之賬面值須按以下年期償還：

一年內 28,402 25,308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1,701 2,009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5,217 5,683

超過五年 21,783 22,777   

57,103 55,777

減：於一年內到期或包含按要求還款條款的款項（呈列於流動負債項下） (39,793) (37,021)   

呈列於非流動負債項下的款項 17,310 1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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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6. 股本

有關本公司股份之詳情如下：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2,000,000,000 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04,946,000 10,049

於行使購股權後發行股份 1,900,000 19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發行股份 4,820,000 49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11,666,000 10,117

於行使購股權後發行股份 72,000 –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11,738,000 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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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表現強勁，中期收益創下歷年新高。我們首次在一個財政年度的首六個月突破300百萬港元，相較截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按年增長逾25%。總體來說，整體競爭環境仍然有

利，即使業務仍需要應對及抵抗具挑戰性的宏觀經濟狀況，我們依然看見強大的需求。本公司正在實現將網絡安全業

務的服務及訂戶轉化為我們主要收益的目標，並已為落實我們的策略重點做好準備。

網絡安全產品分銷及服務

本集團深明網絡安全對於所有企業客戶至關重要，因此堅持優質的交付能力及確保網絡安全解決方案的有效性，是我

們的價值主張。市場對網絡安全解決方案強勁及持續的需求，帶動我們的業務單位安領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及安帥（香

港）有限公司贏得政府及金融服務機構等關鍵客戶領域的項目，並錄得斐然的成績。本公司亦將產品範圍拓展至中國品

牌產品「天際友盟」，一家領先的數字風險保護解決方案供應商，以滿足現時本地對內地網絡安全產品的新興需求。

網絡安全解決方案的龐大需求亦使我們的自家電郵安全品牌「劍達」獲得顯著收益增長。該品牌透過託管式安全服務供

應商進一步加強經銷商生態系統，並與香港其中一名最大的Microsoft 365經銷商建立合夥關係。於報告期間，「劍達」

繼續受到業界關注，我們的旗艦產品grMail接連贏得大型商家的青睞及獲得業界的獎項認可。

金融服務及投資

本公司在建立以數字資產為重心的金融服務及投資業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里程碑。繼成功推出Smart Beta Fund以及本

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獅昂環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獅昂環球資產管理」）在年初獲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的數字資產管理人批准後，我們已將受規管活動擴展至包括向專業投資者分銷虛擬資產基金。這將為合資
格投資者提供一個可透過受規管中介機構獲得虛擬資產基金產品的中心點及可信渠道。我們很高興為獅昂環球資產管

理委任了新營運總監，以加強自家的產品開發能力及引入新的受規管產品，包括虛擬資產諮詢及委託賬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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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在金融投資方面，本集團牽頭進行一項種子輪投資，透過認購Beampluslab Limited（「Beam+ Lab」）控股公司Modern 

Capital Ventures Limited之持股，投資Beam+ Lab。Beam+ Lab為一家非同質化代幣（「NFT」）基建公司，提供技術軌道

以實現端到端Web3體驗，並賦予數字資產擁有人在快速增長的去中心化金融應用中使用資產的潛力。隨著NFT技術的

發展在數字資產擁有權的角色愈來愈具顛覆性，董事會相信，於Beam+ Lab的策略性投資進一步符合本集團在數字資

產領域的利益及抱負。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本公司就Hong Kong Digital Asset Ex Limited（「HKbitEX」）的非上市控股公司的投資錄

得公平值虧損約23.0百萬港元。儘管市場最近對科技公司整體進行重估，本公司對其前景及其在長遠而言帶來的價值

仍感到樂觀。

前景

展望將來，本集團相信網絡安全的需求將繼續強勁，而轉型至訂閱型收益模式將有助提升客戶對我們服務的黏性。與

此同時，本集團意識到客戶為符合全球有關當局對網絡安全及數據保護所設標準而下達的要求。本集團致力保持在此

行業內的領先地位。我們正在投資並積極與全球及區域網絡安全供應商合作，以透過本集團的業務單位為企業客戶提

供可產生快速投資回報及降低擁有權總成本的解決方案及服務。

就「劍達」而言，從大企業到中小企，任何規模的客戶的勢頭都很強勁。我們將繼續建立夥伴生態系統，並協助彼等向

其客戶基礎提供我們的產品。除與香港主要電訊供應商的現有合夥關係外，託管式安全服務供應商渠道將讓我們接觸

及服務更多中小企。本集團亦正在努力擴張「劍達」在新加坡以外的國際版圖，並進軍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市場。

至於金融服務及投資業務，對於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庫局）公佈在香港發展具活力的虛擬資產行業及生態系

統的政策立場及方針，本集團感到十分鼓舞。我們預料該等政策的最終實施將為受規管實體（包括獅昂環球資產管理）

提供更有利的環境，以提供虛擬資產相關產品及服務，及吸引本地及海外投資者投資。獅昂環球資產管理將加強我們

的產品開發工作，並借助我們作為首批獲證監會批准的虛擬資產基金管理人的地位，在該高速增長的新興資產類別抓

住機遇。

在投資方面，本集團對我們的投資組合及其為本公司帶來的戰略價值充滿信心。我們將維持審慎的投資理念，繼續優

先考慮現有業務營運的投資需求進行投資。

本集團謹此對員工、合作夥伴及客戶表達謝意。隨著安領在二零二二年踏入成立第二十週年，本集團熱烈地期盼著未

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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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239.7百萬港元增加約61.2百萬港元或約25.5%至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

半年約300.9百萬港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網絡安全產品及網絡安全服務持續需求強勁。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61.9百萬港元增加約10.5百萬港元或約17.0%至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

半年約72.4百萬港元。毛利增加與收益增加相符。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毛利率約為24.1%，與二零二二年財

政年度上半年約25.8%相比略微下降約1.7%。毛利率較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下降主要是由於網絡安全產品分部

的產品組合在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產生相對較低的毛利率。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為虧損淨額約25.0百萬港元，主要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約25.3百萬港元。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錄得如此重大的公平值

虧損，主要與在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產生的HKbitEX控股公司的非上市投資公平值虧損約23.0百萬港元有關（二

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該投資的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公平值收益約100.2百萬港元）。

分銷及銷售開支

本集團的分銷及銷售開支維持穩定，由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20.6百萬港元略微減少約1.3百萬港元或約6.5%至

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19.3百萬港元。

行政及其他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及其他開支維持穩定，由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42.0百萬港元略微增加約0.4百萬港元或約0.95%

至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42.4百萬港元。該等行政及其他開支維持穩定乃由於本集團於各期間繼續採用謹慎的

成本控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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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8.3百萬港元，而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則產生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98.9百萬港元。由溢利淨額轉為虧損淨額主要是由於上述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按專業估值師

編製的估值報告所載，與HKbitEX的控股公司的非上市投資有關的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公平值虧損約23.0百萬港元（二

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該投資的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公平值收益約100.2百萬港元）。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主要透過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我們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30.5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9.1百萬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按各期末的借款總額（定義為銀行借款及租賃負債的總和）除以各相應

期末的總權益計算）約為47.4%（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3.4%）。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維持強

勁的資金流動性。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資本架構包括已發行股本及儲備。有關股本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變動

詳情，載於本報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上文「前景」各段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報告日期並無任何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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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約為16.9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2.3

百萬港元），包括(a)非上市投資約14.9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7.9百萬港元）；(b)股本證券約0.3百萬

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3百萬港元）；及(c)非上市基金投資約1.7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1

百萬港元）。

董事視以下兩項為重大投資：(i)賬面值佔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資產總值5%以上的投資；或(ii)於

報告期內錄得超過5百萬港元已變現或未變現收益╱（虧損）的投資。

投資詳情

於二零二二年

四月一日的

賬面值

期內購入及

出售淨值

期內

於損益確認的

公平值虧損，

及虧損淨額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的

賬面值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佔本集團

未經審核

資產總值

的百分比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非上市投資，按公平值 (a) 37,854 – (22,980) 14,874 10.17%

－投資HKbitEX的控股公司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b) 263 – – 263 0.18%

非上市基金投資 4,143 – (2,361) 1,782 1.22%       

總計 42,260 – (25,341) 16,919 11.57%       

附註：

(a) 是項非上市投資佔Tykhe Capital Group Limited（「Tykhe」）已發行股份（按轉換基準）約6%，其後，於二零二一年七月，Tykhe

完成認購協議，作出關於發行Tykhe Pre-B輪系列之優先股的多項投資，而我們的股份佔Tykhe已發行股份（按轉換基準）約

5.82%。該項非上市投資乃作為已確定長期戰略目標持有，本集團無意於可見未來將該等股份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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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Tykhe於二零一八年七月成立，主要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HKbitEX從事虛擬資產交易所營運。HKbitEX的總部位於香港並為首

批就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向證監會申請證券交易（第1類）及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第7類）牌照的機構之一，這讓其能夠為全球專

業及機構投資者提供合規的虛擬資產交易服務。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根據專業估值師編製的估值報告，是項非上市投資的公平值約為14.9百萬港元。

(b)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僅持有一項香港上市股本證券。該投資的賬面值佔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未經

審核資產總值5%以下，且概無投資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超過5百萬港元的已變現或未變現收益╱（虧損）。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已訂約但未計提撥備的物業及設備的資本承擔（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所進行採購主要以美元計值及結算。本集團所進行銷售主要以港元計值。本集團將繼續留意外匯相關風險。於

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對沖合約進行投機活動。

本集團的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以位於香港及新加坡的物業以及與銀行訂立之人壽保險保單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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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30名僱員（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133名僱員），其中大多數僱員於香港工

作。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及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我們產生的員工成本（包括業績相關花紅、以股份為

基礎付款及董事酬金）分別約為47.0百萬港元及約48.3百萬港元。

本集團僱員的薪酬方案一般包括薪金及花紅。本集團僱員亦享有多項福利，包括退休福利、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及其

他雜項。本集團每年檢討本集團僱員的表現，以釐定本集團僱員的花紅水平、薪金調整及晉升。本集團亦調查香港類

似職位所提供薪酬方案，以保持本集團薪酬方案於可競爭水平。本公司亦已採納股份獎勵計劃及購股權計劃，旨在向

本集團僱員提供激勵和獎勵。



31

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22/23中期報告

其他資料

股份獎勵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據此，身為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合資格僱

員、高級職員、代理或顧問之個別人士或任何其他人士（包括董事會甄選的本集團專業顧問及供應商（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界定的關連人士除外）），均有權參與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由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起計十年期間有效及生效。

股份獎勵計劃之目的為：(i)向若干參與者提供擁有本公司所有權權益的機會；(ii)肯定若干參與者作出的貢獻並向其提供

激勵，以挽留彼等，使本集團能持續營運及發展；(iii)吸引合適人員與本集團一同工作；及(iv)向彼等提供額外激勵實現

長期表現目標及發展。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概無向任何合資格參與者授出本公司股份。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有條件批准及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據此，合資格參與者可獲授予供

其認購本公司股份（「股份」）的購股權。購股權計劃的目的為讓本公司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

的貢獻的激勵或獎勵。

除非另行註銷或修訂，否則購股權計劃將維持有效十年直至二零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於購股權計劃下，董事會有權

酌情向董事會可能選出的任何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任何董事、僱員、高級職員、顧問、客戶、供應商、代理、合

夥人或顧問或承建商）提出授予購股權。

每名購股權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最多可擁有的購股權數目為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的1%。有關

合資格參與者必須於21天內接納購股權計劃項下的要約，並以本公司為受益人支付1港元作為代價。購股權計劃項下

任何購股權均可於相關購股權期間任何時間行使。

購股權計劃項下任何購股權的行使價不得少於以下最高者：

(a) 股份於要約授出日期的收市價；

(b) 股份於緊接要約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的平均收市價；及

(c) 有關股份的面值。



32

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22/23中期報告

其他資料（續）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已授出、行使或註銷╱失效及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購股
權」）之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變動概要

截至下列日期
止六個月 承授人

購股權授出
日期

購股權
行使價

行使期
（包括首尾兩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一日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董事 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0.582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2,200,000 – – – 2,200,000

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0.582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1,650,000 – – – 1,650,000

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0.582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1,650,000 – – – 1,650,000

          

董事總數 5,500,000 – – – 5,500,000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僱員 二零一七年 
七月七日

0.65 二零一八年七月七日至 
二零二三年七月六日

2,220,000 – – (600,000) 1,620,000

二零一七年 
七月七日

0.65 二零一九年七月七日至 
二零二四年七月六日

2,097,000 – – (465,000) 1,632,000

二零一七年 
七月七日

0.65 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至 
二零二五年七月六日

2,097,000 – – (465,000) 1,632,000

          

小計 6,414,000 – – (1,530,000) 4,884,000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僱員 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0.582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3,204,000 – (72,000) (408,000) 2,724,000

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0.582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2,403,000 – – (333,000) 2,070,000

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0.582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2,403,000 – – (333,000) 2,070,000

          

小計 8,010,000 – (72,000) (1,074,000) 6,864,000          

僱員總數 14,424,000 – (72,000) (2,604,000) 11,748,000          

總計 19,924,000 – (72,000) (2,604,000) 17,248,000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本公司就購股權發行72,000股新股份。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購股權計劃仍可發行的股份總數為17,248,000股股份，相當於該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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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之
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例所述

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c)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如下：

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所持相關
股份數目

股權之概約
百分比(1)

     

廖銳霆先生 

（「廖銳霆先生」）(2)

受控法團權益 570,000,000 – 56.34%

實益擁有人(6) – 5,500,000 0.54% 

56.88% 

羅偉浩先生 

（「羅偉浩先生」）(2)

受控法團權益 570,000,000 – 56.34%

黃繼明先生(3) 受控法團權益 60,000,000 – 5.93%

李崇基先生 

（「李崇基先生」）(4)

受控法團權益 22,500,000 – 2.22%

林德齡先生(5) 受控法團權益 22,500,000 – 2.22%

附註：

(1) 該百分比已按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普通股總數（1,011,738,000股股份）計算。

(2) 指成策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成策」）持有之股份，由於該公司由廖銳霆先生及羅偉浩先生分別實益擁有82.50%及17.50%權

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等被視為於57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指Mind Bright Limited（「Mind Bright」）持有之股份，由於該公司由黃繼明先生全資擁有，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

於6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指Pioneer Marvel Limited持有之股份，由於該公司由李崇基先生全資擁有，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22,500,00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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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Linking Vision Limited持有之股份，由於該公司由林德齡先生全資擁有，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22,500,000股

股份中擁有權益。

(6)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合共5,500,000份購股權予廖銳霆先生。

根據購股權計劃正式授予董事之本公司購股權（如有）的詳情，載於本報告之「購股權計劃」一段內，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此等購股權構成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普通股中擁有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或彼等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及╱或債權證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

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登記於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登記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及債權證的權利

除本報告「購股權計劃」一節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及直至本報告日期任何時間，本公司、其附屬

公司、其同系附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令董事可透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

而獲益。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除本公司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於本公司股份及相

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予以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登記於本公司登

記冊之權益如下：

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股權之概約

百分比(6)
    

成策(1) 實益擁有人 570,000,000 56.34%

鄭翠英女士(2) 配偶權益 570,000,000 56.34%

連暉女士(3) 配偶權益 570,000,000 56.34%

Mind Bright(4) 實益擁有人 60,000,000 5.93%

張慕慈女士(5) 配偶權益 60,000,000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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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成策由廖銳霆先生及羅偉浩先生分別實益擁有82.50%及17.50%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等被視為於

57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鄭翠英女士為廖銳霆先生的配偶，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廖銳霆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連暉女士為羅偉浩先生的配偶，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羅偉浩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4) Mind Bright由董事黃繼明先生全資擁有，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繼明先生被視為於6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5) 張慕慈女士為黃繼明先生的配偶，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黃繼明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6) 有關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1,011,738,000股股份）編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除上文「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

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露本公司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

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須予存置本公司之登記冊所記錄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競爭權益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根據上市規則第8.10(1)及8.10(2)條，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或其各自的緊密聯繫

人於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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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競爭契據

控股股東（即廖銳霆先生、羅偉浩先生及成策，「控股股東」）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為其本身及作為其各附屬公司的信託

人）簽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不競爭契據（「不競爭契據」）。不競爭契據之詳情請參閱招股章程「與控股股

東的關係」一節。各控股股東已確認，彼等概無從事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的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

（本集團業務除外）或於當中擁有權益。

獨立非執行董事亦已檢討遵守狀況及來自各控股股東之書面確認，並確認自本公司上市日期及直至本報告日期各控股

股東已遵守不競爭契據項下之所有承諾。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子豐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陳兆銘先生及余國俊先生組成。審核委

員會已與本集團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已討論審計、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

團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集團已採納標準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已確認全體董事已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及直至本報告日

期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上市證券，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

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充足公眾持股量

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及直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維持充足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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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建立良好企業管治，並採納健全的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深信，合理及健全的企業管治常規對本集團發展以

及保障及提高股東權益至關重要。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乃以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為基礎。於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守則條文，以確保本集團的業務活動及決

策過程受到適當及審慎之規管，惟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

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由於廖銳霆先生自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起兼任本公司主席（「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因此由二零二零年九

月十八日起構成對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的偏離。

董事會認為，此乃本集團發展的關鍵階段，而行政總裁應負責額外職責，以覆蓋新業務且較本集團分銷網絡安全產品

及提供網絡安全服務之主營業務更廣闊之商業角度監督、帶領及策導本集團。基於本集團朝新業務擴展及多元化發展

之重要性，董事會認為廖銳霆先生為負責額外職責，以覆蓋新業務且較本集團分銷網絡安全產品及提供網絡安全服務

之主營業務更廣闊之商業角度監督、帶領及策導本集團的最佳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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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相信，廖銳霆先生經驗豐富且學識淵博，在管理層協助下，彼可令本集團穩固而一貫的領導更為加強；故由廖

銳霆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令本集團整體業務規劃及決策更有效率，而董事會認為如此安排對本集團及本公司

股東最為有利。

承董事會命

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廖銳霆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廖銳霆先生、李崇基先生、黃繼明先生及林德齡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羅偉浩先生，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余國俊先生、吳子豐先生、陳兆銘先生及黃洪琬貽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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