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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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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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3） 
 

中期業績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玆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附註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6,155,538  5,784,063 

銷售成本  (5,127,803)  (4,718,359) 

     

毛利  1,027,735  1,065,704 

其他凈收益  169,362  83,914 

分銷成本  (514,470)  (580,171) 

行政支出  (493,762)  (512,706) 

其他營業支出  (9,104)   (28,283) 

     

營業利潤  179,761  28,458 

融資成本  (31,205)  (44,951) 

應佔聯營公司之利潤減虧損  35,519  35,458 

     

除稅前利潤 4 184,075  18,965 

所得稅支出 5 (105,493)  (65,082) 

本期利潤/(虧損)  78,582   (46,117) 

     

可歸於：     

公司股東權益  27,094  (75,285) 

非控股權益  51,488  29,168 

     

本期利潤/(虧損)  78,582  (46,117) 

     

每股利潤/(虧損) 7    

     

基本及攤薄(港仙)  1.35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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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利潤/(虧損)  78,582   (46,117)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除稅後及經重新分類調整)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事項:     

重估凈應付界定福利  (1,938)  5,441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為公允值的投資:     

 -本期公允價值變動  (1,362)  (398,162) 

  (3,300)   (392,721) 

     

其後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事項:     

     

財政報表的外匯折算差額:     

-香港以外附屬公司  (221,336)  (211,765) 

-香港以外聯營公司  5,534  (18,954) 

  (215,802)  (230,719)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219,102)   (623,440)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140,520)   (669,557) 

 

可歸於： 

公司股東權益 

 

 

(112,733)  

 

(689,007) 

非控股權益  (27,787)  19,450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140,520)   (66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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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結算 

 截至2021年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止結算  止結算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644,113  3,707,785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5,120,998  5,085,397 

無形資産  64,533  77,117 

商譽  36,487  45,772 

在聯營公司的權益  886,495  868,010 

其他財務資產  54,972  42,380 

租購客戶及分期應收款  116,419  139,201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26,144  135,489 

遞延稅項資產  57,628  58,586 

  10,107,789  10,159,737 

 流動資產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為公允值的投資 8 1,758,903  1,771,051 

庫存  1,813,448  1,825,709 

貿易應收賬項 9 1,147,686  1,107,760 

租購客戶及分期應收款  89,164  97,515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82,265  436,840 

應收有關聯公司賬項  326  970 

現金和銀行結餘  2,433,795  2,539,772 

  7,725,587  7,779,617 

 流動負債 

無抵押銀行透支  101,141  78,169 

銀行貸款  1,615,183  1,769,374 

貿易應付賬項 10 811,079  813,235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賬項  1,128,686  1,064,385 

應付有關聯公司賬項  11,318  10,607 

租賃負債  264,525  247,942 

稅項  132,158  116,156 

撥備  30,508  33,621 

  4,094,598  4,133,489 

     淨流動資產  3,630,989  3,646,128 

     減去流動負債的總資產  13,738,778  13,805,865 

     

 



 4 

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續)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結算 

 截至2021年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止結算  止結算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854,738  897,764 

租賃負債  686,015  501,544 

界定退休福利責任之淨值  70,297  76,578 

遞延稅項負債  100,049  99,015 

撥備  54,784  49,839 

  1,765,883  1,624,740 

     
淨資產  

11,972,895  12,181,125 

     

股本與儲備金     

股本  1,006,655  1,006,655 

儲備金  9,676,274  9,848,870 

可歸公司股東的總股本權益  
10,682,929  10,855,525 

非控股權益  1,289,966  1,325,600 

     
總股本權益  11,972,895  12,1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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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之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規則的規定而

編，也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公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準則。 

  

 未經審核之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是根據2020年之年度財務報告内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惟預

期於2021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 

 

2 會計政策之變動 

 

 本集團已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頒佈的下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應用於當前會計期間

的財務報告：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2021年6月30日後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外，本集團並未應用任何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

詮釋。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的影響所述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2021年6月30日後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2021年修訂本) 

 

 本集團先前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可行權宜方法，允許承租人於達致合資格條件後毋須評

估COVID-19疫情直接產生的若干租金減免是否屬租賃修訂。其中一項該等條件要求租賃付款減免僅

影響原定於指定時限或之前應付之付款。2021年修訂本將該時限由2021年6月30日延長至2022年6月30

日。 

 

 本集團已於本財政年度提早採納2021年修訂本。於2021年1月1日的期初權益餘額沒有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該等修訂本提供有關下列方面之針對情豁免：(i) 將釐定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租賃負債的合同現金

流量的基礎的變動作為修改進行會計處理；及(ii) 由於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改革（「銀行同業拆息改革」），

當利率基準被替代基準利率取代時，停止對沖會計處理。該等修訂本並無對本財務報告造成影響，原

因為本集團並無與基準利率掛鈎且受銀行同業拆息改革影響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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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  

 

 收入包括貨物銷售價值、給客戶提供的服務、租購融資收入、租金收入、物業出售的收入、管理服務

費、代理佣金和手續費、擔保收入、扣除消費稅（如適用），其詳細分析如下： 

 

(a)  收益的分類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按貨物或服務和客戶的地理位置分類，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21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20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IFRS 15「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按貨物或服務分類     

 

 

 

     
-  貨物銷售 

-  提供的服務 

-  銷售物業的總收入 

-  代理佣金和手續費 

-  擔保收入 

 2,394,349 

3,669,850 

˗ 

24,000 

1,503 

 

 

2,394,880 

3,282,713 

18,789 

26,402 

4,149 

 

其他收益來源 

-  投資物業的總租金收入 

-  租購融資收入 

  

 

49,906 

15,930 

  

 

40,201 

16,929 

   6,155,538  5,784,063 

    
 

                 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21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20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按客戶的地理位置分類 

 

- 新加坡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泰國 

- 日本 

- 台灣 

- 其他地區 

  

 

 

845,753 

255,254 

403,952 

3,453,156 

667,052 

530,371 

  

 

 

650,354 

268,113 

445,278 

3,087,509 

686,386 

    646,423 

   6,155,538  5,78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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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b）分部業績 

 

截至2021年6月30日和2020年6月30日，以收入時間點計入的分類之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及提供於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的有關本集團報告分部對資源分配

的意圖及分部業績的評估如下。 

 

    汽車分銷及經銷業務 

     重型商用車及 

     物業出租和發展   運輸業務    其他業務   綜合    工業設備分銷及經銷業務 

 截至 6 月 30 日止的六個月 截至 6 月 30 日止的六個月 截至 6 月 30 日止的六個月 截至 6 月 30 日止的六個月 截至 6 月 30 日止的六個月 截至 6 月 30 日止的六個月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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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計入的分類             

             

某一時間點 
        

2,170,872  

        

2,232,619  

           

120,309  

            

58,934  

 

 -  

            

18,789  

 

 -  

 

 -  

          

103,168  

          

103,328  

        

2,394,349  

        

2,413,670  

隨時間轉移 
          

170,813  

          

159,753  

            

37,795  

            

31,775  

            

46,112  

            

38,219  

        

3,453,156  

        

3,087,509  

            

53,313  

            

53,137  

        

3,761,189  

        

3,370,393  

                         

對外客戶營業收入 
        

2,341,685  

        

2,392,372  

           

158,104  

            

90,709  

            

46,112  

            

57,008  

        

3,453,156  

        

3,087,509  

          

156,481  

          

156,465  

        

6,155,538  

        

5,784,063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120,118  

               

(697) 

           

(42,990) 

           

(14,731) 

            

27,646  

            

37,780  

          

370,830  

          

259,735  

            

13,412  

            

33,098  

          

489,016  

          

31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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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c)  須予報告分部收益之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總數     489,016  315,185 

折舊及攤銷     (316,306)   (295,782) 

利息收入     7,051  9,055 

融資成本     (31,205)   (44,951) 

應佔聯營公司之利潤減去虧損     35,519  35,458 

綜合除稅前利潤     184,075  18,965 

 

 

4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是在扣除/(加入)以下賬項後得出的：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成本    31,205  44,951 

折舊       

- 物業、廠房及設備，自用    154,042  160,434 

- 資產使用權 

無形資產攤銷 

   149,540 

12,724 
 135,348 

˗ 

股息收入    (20,692)   (20,97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112,597)  1,051 

        

 

5 所得稅支出 
 
所得稅支出的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432  440 

新加坡    11,845  12,007 

其他地區    93,216  52,635 

    105,493  65,082 

 

集團的適用稅率為營運所在的各管轄區之法定公司所得稅率之加權平均值，主要介於 16.5%     

(2020年: 16.5%)和30.62％(2020年: 30.62％)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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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普通股0.015港元 

(2020年：每普通股0.01港元） 

  

    30,200   

  

    20,133   

 

7   每股利潤/(虧損)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利潤乃以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利潤為27,094,000港元（2020年：

虧損為75,285,000港元）及在該期間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2,013,309,000股（2020年：2,013,309,000

股）而計算。 

 

由於2021年及2020年均在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期間內並無任何攤薄股份，因此該等期間之每股攤

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8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為公允值的投資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止結算  止結算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金融證券    

    

香港以外上市股本投資，透過其他全面收入    

為公允值 1,758,903  1,771,051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為公允值的財務資產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本集團指定透過其他全面收入以反映所有股權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

鑑於所有投資均為策略性質。 

 

 公允值  經確認股息收入 

 截至2021年 截至2020年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6月30日  

止結算 

12月31日 

止結算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於Subaru Corporation (附註) 1,755,969  1,768,510  20,192  20,586 

其他 57,906  44,921  500  393 

 1,813,875  1,813,431  20,692  20,979 

 

 附註:  

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六個月，12,541,000港元的公允值虧損（2020年：385,272,000港元的公允值虧損）

已確認入其他全面損益表。截至2021年6月30日，其金融證券並無重大的增加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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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為公允值的投資（續） 

 

附註（續）: 

Subaru Corporation於東京交易所上市的企業，主要經營2個業務，即汽車業務和航空業務。在汽車領域，

它從事客用車及其零部件的製造、維修和銷售業務。在航空領域，它從事與航空相關的機械及其零件

的製造、維修和銷售。該投資的股份數量和所持百分比分別為11,408,000股和佔Subaru Corporation已發

行股份的1.5％。投資額為75億日元，佔集團總資產的9.8％。 

 

於本期間並無股權累計收益或損失的轉移。 

 

 

9 貿易應收賬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算，應收賬項(扣除損失備抵的淨值)之賬齡分析如下：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止結算  止結算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690,527  736,097 

    31至90天 391,583  277,199 

超過90天 65,576  94,464 

 1,147,686  1,107,760 

 

本集團准予由開單之日起的七天到六個月内為信用期限。 

 

10 貿易應付賬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算，貿易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止結算  止結算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526,697  485,945 

31至90天 98,838  126,611 

91至180天 55,485  109,098 

超過180天 130,059  91,581 

 811,079  81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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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權益結算的股份交易 

 

本集團在2015年11月26日開始實施股票獎勵計劃(以下簡稱「本計劃」)，通過獨立信託人執行。於2015

年12月18日，信託人使用附屬公司提供的資金取得上市附屬公司股份，並按照「董事局福利派發守

則」，根據每名員工的職位及績效授予相應股份。在一般規則下，當員工離職時，應向離職員工派發

他們應得的附屬公司股份，而員工獲發的每一個點數可轉換成一股股份。可行權條件在獲得點數後

解除。 

 

本計劃中可向獲選員工授予的點數不得超過500,000點。只要本計劃存在，信託基金依然繼續運作，

並無絕對有效期限。附屬公司可資助的最高金額為500,000,000日元(約35,814,500港元)，進一步的資助

必須獲得附屬公司的董事局通過。 

 

2015年11月26日為首次授予日，在此之後每年的授予日為6月30日。如果合格獲授人在本財政年度退

休，點數將按退休日期的比例而授予。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計劃向獲選員工授予共414,320點。 

(a) 授予點數的條款如下： 

  總點數 

共向員工授予點數：   

   

於2015年11月26日  71,420 

於2016年7月1日  60,000 

於2017年7月1日  57,500 

於2018年7月1日  63,000 

於2019年7月1日  81,200 

於2020年7月1日  81,200 

(b) 授予點數的變動： 

 2021年  2020年 

 總點數  總點數 

    

期初尚未行使的點數 284,700  227,200 

期内失效的點數 (21,200)  (22,200) 

期内執行的點數 -  (1,500) 

期内授予的點數 -  81,200 

期末尚未行使的點數 263,500  284,700 

期末可行使的點數 263,500  28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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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權益結算的股份交易（續） 

(c) 點數的公允價值及假設 

員工服務的公允價值可獲授予點數，以獲授予點數的公允價值計量。獲授予點數公允價值的預計，

則以Black-Scholes期權定價模型計量。 

    

2020年7月1日 

 

2019年7月1日 

點數的公允價值及假設     

     

計量日的公允價值   726日元 654日元 

股價   868日元 801日元 

預期浮動 (以Black-Scholes期權定價模型

加權平均浮動表達) 

   

32.0% 

 

31.8% 

認股權的預計年期 (以Black-Scholes期權

定價模型加權平均壽命表達) 

   

5.5年 

 

6.3年 

預期股息   3.3% 3.2% 

無風險利率 (根據日本國債的收益率)   0.1% 0.3% 

預期波動率是歷史浮動率（根據過往每日股票價格對應的預期剩餘期限計算）為依歸，根據公開

資料中未來波動性的預期變化而調整。任何對主觀輸入假設的變更，可能對公允價值的預計有重

大的影響。 

在2019年7月1日和2020年7月1日派發點數前，附屬公司股份的收盤價分別為每股801日元（約57港

元）和每股868日元（約65港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確認本計劃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所消耗的淨支出為1,007,000港元

（2020年：885,000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派已發行股份的中期普通股息每股0.015港元(2020年：0.01港元)，股息總額為30,200,000港元

(2020年：20,133,000港元），有關股息將於2021年9月21日派付予於2021年9月10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

東。股息單將於2021年9月21日寄予本公司的股東。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21年9月9日至2021年9月10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進行及登

記股份的轉讓。 

 

擬獲享中期股息之人士，最遲須於2021年9月8日下午四時半以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

司的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

室。 

 

 

 

 



 13 

 

管理層回顧 

 

業績 
 

2020年初受到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COVID-19」）爆發帶來的嚴重影響，本集團業務所在的亞太地區共

11個國家/地區的政府採取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措施用以遏制疫情蔓延。這些極端措施包括為抑制疫情而封

鎖社會與經濟活動，某些狀況下進而導致本集團在一些國家的業務活動和運營幾乎完全中斷。這種狀況

在2021年的前6個月仍然持續，預估接下來 2021年的剩餘幾個月中繼續有增無減。除此之外地緣政治因素，

再加上新的 COVID-19 變異株肆虐，商業環境將繼續受到波動影響。本集團的汽車業務依舊充滿挑戰。

不過，集團其他非汽車分部的表現則令人滿意，得益於集團對其在新加坡的一項閒置物業的出售收益以

及日本 ZERO CO. LTD（「ZERO」）的集團運輸物流業務錄得歷史最高銷售收入和營業利潤。總體而言，

集團的收入增長了6％，而汽車銷售量下降了10％。 

 

本集團2021年首六個月的收入為61.56億港元 ; 與2020年上半年的57.84億港元相比，增加6％。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簡稱「EBITDA」)增加 55％，從 3.152億港元增加至 4.890億港元。營業利潤為

1.798億港元，營業利潤率為 2.9％， 2020年同期相比則為 0.5％。 

 

除稅後利潤為 0.786億港元，2020年同期相比則為虧損 0.461億港元。 

 

本集團按淨債務除以總股本權益計算的淨負債比為1.1％，而上年度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則為1.7％。 

 

資本回報率（簡稱「ROCE」）為稅息前利潤（簡稱「EBIT」）除以總股本權益及非流動負債計算得出，

其數值增加至1.5％，而截至2020年前六個月期間則為0.4％。 

 

於2021年6月30日，每股資產淨值為5.95港元，較 2020年12月底錄得的6.05港元有所下降。 

 

董事會宣布派發2021年上半年的中期股息每股0.015港元。 

 

重大投資 
 

截至 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通過其他全面收入為公允值的投資為18.1億港元。此等投資包括上市及非上

市股本證券。大部分的投資為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本證卷，而此等證券均為多年累積的戰略性投

資。本集團錄得通過其他全面收入為公允值的投資未實現虧損為140萬港元，相比2020年同期未實現虧損

為3.98億港元。此等虧損主要歸因於上市公司投資的股價變動，並按市值計價，並在期間的其他全面損益

表中列報帳目，此等投資的未實現公允價值虧損並不預期重新分類至本集團的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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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與中國 

 

在新加坡，斯巴魯業務持續受到嚴格車輛排放附加費的影響。與去年同期相比，本集團錄得兩位數的銷量

下滑。集團預估在擁車證配額減少的情況下，2021 年下半年將同樣具有挑戰性。相反地，與2020年同期

相比，日產業務的乘用車銷售增長強勁。在物流業務的需求增加下，日產商用車的銷量將保持健康。 

 

在香港，該地區較所有市場中受 COVID-19 影響最小，斯巴魯業務在 2021年上半年的銷量出現增長。鑑

於全球經濟復甦以及當地看似良好管理預防流行病的措施,下半年將保持樂觀。 

 

本集團在中國汽車業務出現負增長，主要受全球微芯片短缺影響。集團預計下半年中國業務將會逐漸復

甦，受惠於更穩定的庫存供應和更好的市場氣氛。 

 

台灣與菲律賓 

 

2021年上半年，集團在台灣的汽車銷量出現負增長。該地區遭遇新一波COVID-19疫情，集團銷量出現兩 

位數下降。相對而言台灣已設法有效控制當地的 COVID-19疫情，集團因此對其未來的表現持樂觀態度。 

 

在菲律賓，由於當地實施封鎖及其他阻斷措施，集團銷量錄得輕微下滑。預計隨著 COVID-19 相關限制

的放寬，集團預測其銷量將呈上升趨勢。 

 

馬來西亞、泰國、越南與柬埔寨的CKD市場 

 

集團在泰國的合資工廠已進入生產斯巴魯汽車的第三個年頭。這些車輛通過集團在馬來西亞、泰國、越南

和柬埔寨的網絡和經銷商銷售。 

 

在馬來西亞，面對地方當局針對日益惡化的 COVID-19 情況採取越來越嚴格的措施，本集團的銷售額與

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在泰國，由於主要城市經歷了宵禁相關的限制性規定用以控制 COVID-19疫情，集團在那裡的銷售額與 

2020年同期相比下降了近10％。 

 

集團預計，在馬來西亞和泰國的 COVID-19 控制措施逐步放寬後，預期當地的業務將隨著下半年的復甦

而有所改善。 

 

在越南，儘管2021年第一季度時在限制COVID-19的影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大幅反彈的病例激增

迫使政府在許多省份採取了嚴格行動控制措施。因此，集團的銷售額在2021年上半年出現下滑。因更嚴格

的 COVID-19 控制措施似乎會繼續實施，預期下半年復甦將放緩。 

 

在柬埔寨，由泰國廠生產的汽車銷售從2020年才開始。然而，當地每日回報的 COVID-19 案例都超過400 

例，本集團預計下半年的銷售復甦將不溫不火。 

 

卡車和工業機械業務正持續進行縮減與精簡，以降低成本和減少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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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ZERO為本集團的運輸物流業務，在2021年上半年的收入和淨利潤分別較2020年同期上升12％和72％。主

要受益其核心業務汽車運輸的收費增長，包括國內新車銷量和二手車需求增加、二手車出口穩健成長，以

及港口清關與倉儲業務在內的一般貨物運輸，皆為其做出貢獻。 

 

儘管從 COVID-19 的影響中逐漸復甦，ZERO 預計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銷售收入將下降。鑑於半導體供貨

短缺導致日本的汽車減產，以及位於東南亞工廠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遭受捲土重來的COVID-19 Delta變異

株影響，皆可能對 ZERO 的主要業務產生負面衝擊。 

 

 

 

展望未來 
 

本集團預料地緣政治和全球貿易環境的風險將繼續增加。隨著汽車行業安全、汽車排放政策的快速變化

以及傾向“更綠色”汽車的趨勢，本集團的主要汽車業務依舊充滿挑戰。未來另一個將對集團汽車銷售

產生負面影響的威脅便是全球趨勢，消費者更傾向通過網約車公司提供的服務滿足其運輸需求，而不是

直接購買或擁有自己的車輛。 

 

儘管本集團已做好準備並適應上述挑戰，但目前面臨 COVID-19 局勢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動性，使本集團

無法做出任何有意義的預測，也無法評估其截至 2021 年的整體業績對財務的全面影響。集團希望強調的

是，漫長而嚴重的 COVID-19 危機將對集團的年終業績產生重大影響。 

 

儘管存在上述風險，本集團深信在其零售/分銷和物流網絡的管理中應堅持不懈地追求專注並持續發展韌

性與具成本競爭力的文化，這也是集團的整體投資理念。本集團樂觀地認為，亞洲市場這樣一個擁有巨大

機遇和潛力的地區，將會確保我們的集團業務可持續地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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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在本期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已同管理層對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進行了審查。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董事均未獲悉可能說明本公司在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的六個月內任何時候違反《聯交所上市規則》

附錄14所規定之《企業管治守則》的任何信息。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無特定任期但須根據

本公司細則在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職告退及膺選連任。主席在集團上市方面功不可沒。鑒於他在汽車

工業領域擁有深厚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並對集團的商業運作瞭如指掌，集團希望他能繼續擔

當某些職務。由於有其他董事會成員的參與和貢獻，因此在主席的職權和授權之間可確保取得平衡，前者

都是資深勝任、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負責不同職能領域的執行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可在角色上輔助主

席兼首席執行員的角色。董事會相信，這種結構有利於強化領導的連續性，使集團得以快速而有效地執行

各種決策。 

 

董事會目前在執行提名委員會的職務。 

 

承董事會之命 

孫樹發女士 

財務董事 

2021年8月24日於香港 

 

網址：http://www.tanchong.com  

 

截至此宣佈日期，執行董事包括陳永順先生、陳駿鴻先生、陳慶良先生和孫樹發女士。非執行董事是王陽

樂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黃金德先生、Azman Bin Badrillah先生、Prechaya Ebrahim先生和張奕機先生。 

 

 

http://www.tancho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