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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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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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P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3）

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QP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公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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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488,048 368,321

使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252,405) (169,164)

製成品及半製成品之存貨變動 (4,238) 7,702

其他收入 4 11,839 10,057

匯兌虧損淨額 (473) (9,767)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公允值收益淨額 17,121 7,982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虧損 – (696)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收益╱（虧損） 581 212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17,044) (6,486)

僱員成本 (126,030) (105,579)

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 (2,58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9,919) (8,127)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1,958) (10,788)

其他開支 (83,187) (90,872)

融資成本 5 (1,507) (2,058)  

除稅前溢利╱（虧損） 10,828 (11,845)

稅項 6 (726) (360)  

本年度溢利╱（虧損） 7 10,102 (12,205)  

本年度其他全面（開支）╱ 收入：
可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005) 1,259  

本年度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8,097 (10,946)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4.70港仙 (6.49港仙 )

攤薄 4.01港仙 (6.49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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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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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及設備 130,557 128,035
使用權資產 18,243 30,169  

148,800 158,204  

流動資產
存貨 97,514 69,39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20,615 98,658
按金及預付款項 4,906 22,112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91,397 61,023
應收貸款 11 59,677 14,097
應收債券 20,934 –
銀行結餘及現金 85,776 187,724  

480,819 453,00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43,382 36,155
按金及應計費用 59,406 53,607
合約負債 1,626 1,623
應繳稅項 1,126 903
其他借貸 55,021 43,459
銀行借貸 38,373 39,878
租賃負債 13,436 12,858  

212,370 188,483  

流動資產淨值 268,449 264,52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17,249 422,72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749 20,325
可換股債券 – 8,069
衍生金融工具 – 2,411  

6,749 30,805  

資產淨值 410,500 391,92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256 1,880
股份溢價及儲備 408,244 390,04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10,500 39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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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由香港會
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
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條文。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於各報告期間結束時按公允值計量之若
干金融工具除外。歷史成本一般根據換取貨物及服務所付代價之公允值得出。

2.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下述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且於二
零二一年五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新訂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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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相關之租金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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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會計
政策、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以及所呈報之數額造成重大變動。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尚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下列或與本集團相關之各項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第
5號之相關修訂（二零二零年）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機器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
款項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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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概念框架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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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之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之定義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與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有關之遞
延稅項1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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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到目前為止，本集團
認為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
生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

收益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銷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銷售退貨及折扣。所有收益合約
為期一年或一年以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允許的可行權宜方法，並未披露分配
至該等未履行合約的交易價格。所有收益均於指定時間確認。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核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
報告之資料，乃以客戶所在地為基準。本集團現時經營單一業務分部，即製造及銷售集成電
路引線框、散熱器、加強桿及相關產品。單一管理團隊向全面掌管整體業務之主要經營決策
者匯報。因此，本集團並無獨立可報告分部。

本集團客戶主要位於美利堅合眾國（「美國」）、香港、歐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菲
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位於其他國家的客戶已集合為單一可報告分部，乃因該等
分部並不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所載之最低數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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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 續

分部資料 – 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所劃分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收益 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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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60,315 27,933 3,742 1,411

香港 1,767 1,181 110 67

歐洲 52,679 40,427 3,269 2,634

中國 137,233 138,598 8,515 3,023

菲律賓 29,118 14,278 1,807 762

馬來西亞 162,760 117,203 10,099 6,760

新加坡 7,540 2,509 468 255

泰國 31,814 15,291 1,973 901    

可報告分部總計 483,226 357,420 29,983 15,813

其他國家 9,496 14,808 589 850    

492,722 372,228 30,572 16,663

對銷 (4,674) (3,907) – –    

外部客戶收益及分部業績 488,048 368,321 30,572 16,663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94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公允值收益淨額 17,121 7,982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虧損 – (696)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之已變現收益 581 212

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 (2,58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9,919) (8,127)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1,958) (10,788)

未分配利息收入 3,328 1,671

未分配企業開支 (17,484) (14,122)

融資成本 (1,507) (2,058)  

除稅前溢利╱（虧損） 10,828 (1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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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 續

分部資料 – 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 – 續

中國可報告分部包含分部間收益為約4,67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907,000港元）。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指來自各分部之溢利，而並無分
配企業開支（包括董事薪酬）、折舊開支、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按公允值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收益淨額、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虧損、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已變現收益、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利息收入以及融資成本。此為
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核向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計量基準。

分部間銷售按當時之市場價格計算。

分部資產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所劃分資產之分析：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8,269 6,615
香港 386 393
歐洲 15,867 9,248
中國 26,563 46,522
菲律賓 3,746 3,105
馬來西亞 47,730 22,924
新加坡 1,104 595
泰國 9,079 2,111  

可報告分部總計 112,744 91,513
其他國家 4,639 2,013  

117,383 93,526
未分配
物業、機器及設備 130,557 128,035
使用權資產 18,243 30,169
存貨 97,514 69,39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91,397 61,023
其他應收款項 3,232 5,132
應收貸款 59,677 14,097
應收債券 20,934 –
銀行結餘及現金 85,776 187,724
按金及預付款項 4,906 22,112  

綜合資產總值 629,619 6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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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 續

分部資料 – 續

分部資產 – 續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所有資產會分配至經營分部，惟不包括物業、機
器及設備、使用權資產、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存貨、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貸款、應
收債券、按金及預付款項，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

由於分部負債資料並非定期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核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因此並無呈列
有關資料。

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之地區資料

按資產所在地理位置劃分，本集團於中國之非流動資產為約19,67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46,462,000港元）及於香港之非流動資產為約129,12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11,742,000港
元）。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相應年度佔本集團銷售總額10%以上之客戶收益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美國 48,943 – *

客戶乙－歐洲 47,357 37,797

客戶丙－馬來西亞 92,287 64,926

客戶丁－中國 57,106 63,899
  

* 客戶貢獻少於本集團總收益的10%。

有關主要產品之資料

本集團僅經營製造及銷售引線框，包括集成電路引線框、散熱器、加強桿及相關產品之業務。
由於無法查閱各產品及服務所得的外界客戶收入的資料，故概無有關主要產品之資料可供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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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副產品及廢料銷售 5,604 5,162

銀行利息收入 24 94

來自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2,129 1,577

來自應收債券之利息收入 1,175 –

租金收入 1,614 1,128

政府補助（附註） – 1,894

雜項收入 1,293 202  

11,839 10,057
  

其他收益及虧損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94 –

應收貿易賬款的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7,557) (1,383)

應收貸款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7,809) (5,055)

應收債券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241) –

存貨減值撥備 (1,531) –

其他應收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 (48)  

(17,044) (6,486)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確認政府補助約1,894,000港元，該項補
貼為香港政府實施的「保就業」計劃項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補貼。

5. 融資成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
租賃負債 1,210 1,559

銀行借貸 297 98

可換股債券 – 401  

1,507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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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20)

中國企業所得稅 726 380  

726 360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年度均無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引入兩級制利得稅制度。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簽署成為法律，
並於翌日在憲報刊登。根據兩級制利得稅制度，合資格企業之首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按
8.25%之稅率繳稅，而超過2,000,000港元之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繳稅。不符合兩級制
利得稅制度資格之企業之應課稅溢利將繼續按16.5%之劃一稅率繳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
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之通行稅率計算。



11

7. 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年度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酬金 2,899 2,780

其他僱員的薪金及津貼 112,996 99,157

其他僱員的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135 3,642
  

126,030 105,579

維修及保養開支* 33,210 28,474

水電費及燃料費* 26,842 23,690

核數師酬金 600 870

與短期租賃有關之開支 641 653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9,919 8,127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1,958 10,788

外匯虧損淨額 473 9,767

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 2,582
  

* 列入其他開支

8.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二一年：
零）。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派付股息（二零二一年：零）。

9.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10,102 (12,205)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5,160,402 188,022,110

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所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36,720,000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51,880,402 188,02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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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之15,225,832份購股權具有反攤薄效應，因此，
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計及。

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之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具有反攤薄效應，因此，
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計及。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27,256 95,842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9,873) (2,316)  

117,383 93,526

其他應收款項 3,280 5,180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48) (48)  

120,615 98,658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應收貿易賬款扣除預期信
貸虧損撥備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45,298 39,357

31日至60日 40,134 33,845

61日至90日 19,097 7,897

90日以上 12,854 12,427  

117,383 93,526
  



13

11. 應收貸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定息應收貸款 74,462 21,073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14,785) (6,976)

59,677 14,097

該等應收貸款已根據貸款協議之條款償還及所有應收貸款於一年內可予收回。於二零二二
年四月三十日，應收貸款均無出現逾期情況（二零二一年：零港元）。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30日內 12,441 14,578

31日至60日 11,629 9,969

61日至90日 3,207 4,769

90日以上 9,585 6,839  

36,862 36,155

其他應付款項 6,520 –  

43,382 36,155
  

購貨之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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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業績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488,050,000港元，較去年368,320,000港元
增加32.51%。本集團錄得年度綜合溢利10,100,000港元，而去年則錄得綜合虧損
12,210,000港元。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為4.70港仙及4.01港仙（二零二一年：分
別為虧損6.49港仙及6.49港仙）。經常性EBITDA（將除稅前溢利撇除按公允值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收益淨額、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收益、
折舊及融資成本計算）為16,51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經常性EBITDA（將除稅前
虧損撇除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虧損淨額、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
虧損、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收益、折舊以及融資成本計算）
為1,630,000港元）。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本年度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在艱難的營商環境中面臨諸多挑戰，但仍錄得營業額增長
32.51%至488,05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68,320,000港元）。

年內，員工成本增加19.37%至126,03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05,580,000港元），佔
本集團營業額之25.82%（二零二一年：28.67%）。其他開支減少8.46%至83,19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90,870,000港元），佔本集團本年度營業額之17.04%（二零二一
年：24.67%），主要包括工廠經營成本以及銷售及行政開支，其中維修及保養開支
33,21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8,470,000港元）、水電費及燃料費26,840,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23,690,000港元）、運輸開支1,75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270,000港元）、
廣告及推廣開支3,01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030,000港元）、業務招待費3,04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7,430,000港元）以及法律及專業費用3,400,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3,000,000港元）。本集團將繼續注視市場形勢並相應調整其勞動力和員工架構，
務求達致更佳的員工組合，從而提升勞動生產力。本集團亦將繼續撙節開支，務求
將工廠經營成本以及銷售及行政開支持續上升之潛在影響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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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收益淨額17,120,000港元亦對本集團
於回顧年度的財務業績有影響。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收益淨額主
要包括投資於新確科技有限公司 (「新確科技」）之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允值收益約
14,240,000港元。有關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詳情於下文「重大投資」一節
披露。

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其技術及生產部門以保持其能夠在短時間內交貨及擁有高生產
規劃彈性的競爭優勢。這些競爭優勢將讓本集團為客戶提供更佳服務，亦可擴大
本集團的市場佔有率。

為了提升本集團之營運表現，本集團將繼續推行提升生產效率及產能的計劃。為
提升本集團的競爭力及達致不同生產規定，本集團將調配資源升級及重組現有廠
房及機器以及環保設施。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發掘可擴展其主要製造業務並為股東帶來更佳回報的其他商機。

重大投資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概無持有佔本集團總資產超過5%之按公允
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其他投資，故本集團並無持有重大投資。有關本集團所
持有之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公允值
佔總資產之 
概約百分比 公允值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股本證券
滙隆控股有限公司（「滙隆」） 29,258 4.7% 24,806

新確科技 18,276 2.9% –

港灣數字產業資本有限公司 

（「港灣數字產業」） 7,885 1.3% 2,898

中國投融資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投融資」） 7,104 1.1% 4,845

勵時集團有限公司（「勵時」） 6,445 1.0% –

其他上市股本證券（附註1） 22,429 3.5% 28,474

總計 91,397 14.5% 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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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其他上市股本證券包括15隻上市股本證券，且彼等概無超過本
集團總資產1%。

滙隆、新確科技、港灣數字產業、中國投融資及勵時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上市。滙隆的主要業務為提供建築及建造工程棚架搭建及精裝修服務
及其他建造及樓宇工程服務、吊船工作台、防撞欄及登爬維修器材之安裝及維修
服務、借貸業務、證券投資業務及資產管理業務。新確科技的主要業務為銷售電話
及相關組件、處理及買賣二手電腦相關組件、提供證券經紀、配售及包銷服務、放
債服務及企業對企業跨境電子商務。港灣數字產業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於香港及全
球主要股票市場之上市投資，亦有投資於非上市公司。中國投融資的主要業務為
證券買賣以及投資控股。勵時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自主品牌手錶及珠寶（包括但
不限於鑽石手錶、陀飛輪手錶及奢華珠寶配件）、OEM手錶以及第三方手錶。

董事認為，本集團所持有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未來前景或會受到外界
市況所影響，而董事將繼續監察及評估本集團之投資。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業務營運所需資金一般以其內部現金資源及銀行融資撥付。除本金額為
9,40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一日轉換為37,600,000股本公司股
份外，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以來本集團的資本架構並無重大變動。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為85,780,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187,720,000港元）。為撥付營運資金，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錄得之
未償還債項總額為113,58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24,590,000港元），包括有抵押
銀行借貸38,37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9,880,000港元）、租賃負債20,190,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33,180,000港元）、應付一名董事款項55,02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43,460,000港元）以及可換股債券零港元（二零二一年：8,070,000港元）。利息成本
方面，未償還債務中的58,56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73,060,000港元）為計息，另外
55,02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51,530,000港元）為免息。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為27.6%（二零二一年：31.8%）。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
三十日止年度內的匯率波動對本集團之營運或流動資金水平並無不利影響。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並未訂立任何外匯合約以對沖本集團面對之貨幣波動風險，
而本集團之政策是不會單為投機活動而訂立任何衍生工具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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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賬面值約101,49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05,160,000港
元）之租賃物業已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借貸之擔保。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賬面值約1,44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499,000港元）之汽車為於租賃負債項下持
有的資產。

資本開支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投資20,9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7,890,000港元）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此項資本開支乃主要以內部財務資源撥付。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為1,049人（二零二一年：937人）。
本集團繼續奉行其薪酬政策，確保僱員薪酬與工作性質、資歷及經驗相稱。本集團
繼續按照本集團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而向合資格員工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購
股權及其他福利。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建立及恪守最佳企業管治常規標準。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原則強調董事
會之質素、有效之內部監控、嚴格之披露常規，以及對全體股東開誠佈公、獨立及
問責。

本公司已採納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QPL守則」，其涵蓋聯交所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原則及守則條文。

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除於下文相關段落闡述之偏離情況外，本公
司一直應用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原則，並遵守其所有守則條文。

主席及行政總裁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區分，且不
應由同一人兼任。

自一九八九年一月本公司成立以來，李同樂先生一直擔任董事會主席。自一九八九
年一月起，李先生亦出任行政總裁一職（二零零四年二月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期
間除外）。李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彼掌握之行業專門知識及對本公司營運之透徹
瞭解為本公司所看重。因此，李先生肩負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角色，可為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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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業務增長帶來重大價值，同時提高本公司因應環境轉變作出決策之效率。由
於所有重大決策均須待董事會決定，而七名董事會成員中的三名均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故本公司認為，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已維持足夠權力及職權平衡。

董事之委任、退任及重選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各董事（包括有指定委任年期者）須至少
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半數董事（不包括出任執行主席及╱或董事總經理之董事，
彼╱彼等根據百慕達法例可獲豁免輪值告退）須於本公司各股東週年大會上告退，
且將符合資格重選連任。李同樂先生為董事會執行主席，故毋須遵守輪值告退之
規定。為遵守守則條文第A.4.2條，李同樂先生已同意至少每三年自願退任一次，並
會膺選連任。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李同樂
先生自願退任並膺選連任為執行董事。

出席股東大會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及第E.1.2條訂明，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之
股東週年大會及非執行董事應出席本公司之股東大會。由於其他業務承擔及新型
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形勢的不斷變化，董事會主席李同樂先生及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朱峻頞先生、鍾凱恩女士及劉洪瑞先生）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
十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然而，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及執行董事隨後就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出的詢問向彼等呈報，以取得及加深對本公司股
東意見的均衡了解。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零年四月成立。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審核委員會由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凱恩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朱峻頞先生及劉洪瑞先生組成。
鍾凱恩女士為合資格會計師，於會計、核數及財務事宜方面具備豐富經驗。

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者一致並刊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角色及職能包括：

• 監察本集團與外聘核數師之關係；

• 檢討外聘核數師之任命，確保核數師一直保持獨立；

• 審閱本集團之初步業績、中期業績及年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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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包括遵守法定及上市規則規定之情況；及

• 透過提供獨立檢討以及監督本集團財務申報制度以及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
度之成效，協助董事會履行其責任。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長青（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和綜合損
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相關附註的數字，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長青（香港）會計
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與本集團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核對一致。長
青（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而進行的
核證工作，因此長青（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就本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
均已確認，彼等於回顧年度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及有關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公佈在本公司網站 (www.qpl.com)及聯交所網站刊登。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一切
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
並在上述網站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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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就董事同仁及全體員工之努力及貢獻致以衷心謝意。
此外，本人亦衷心感謝所有客戶、業務夥伴及股東一直以來的不斷支持。

代表董事會 

QP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執行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同樂

香港，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李同樂先生（執行主席兼行政總裁）、彭
海平先生、黎守謙先生及董小靜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凱恩女士、劉洪
瑞先生及朱峻頞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