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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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或因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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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ON PAPER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731）

森 信 紙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森信紙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摘錄自最新未經
審核管理賬目），連同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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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收益 5,736,917 5,907,821
銷售成本 (5,187,308) (5,347,831)

毛利 549,609 559,99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15,900) 31,716
其他開支淨額 (483,959) (472,029)

年內盈利 49,750 119,677

資產及負債
總資產 7,165,358 6,522,844
總負債 5,069,288 4,336,521

總權益 2,096,070 2,186,323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49(3)條規定，發行人如未能發佈初步業績，
其須根據尚未與獨立核數師協定的財務業績公佈其業績（倘資料可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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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乃按
照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就重估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二零一八年：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土地及樓宇以及按公平值列賬之投資物業作出修
改。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需要使用若干主要會計估計，亦需要管理層於應用
本集團會計政策之過程中作出判斷。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詮釋及改進

以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詮釋及現有準則之修訂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
制採納：

年度改進項目（修訂） 年度改進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具有負補償之預付款項特點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本集團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改變其會計政策，並於附註1.2中披露。採納其他新訂
及經修訂準則、詮釋及改進並無於本期間或任何過往期間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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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已頒布但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準則、現
有準則之修訂及經修訂框架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二零一八年財務申報之概念性框架 財務申報之經修訂概念性 

框架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
重大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業務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對沖會計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與新型冠狀病毒有關之租金
減讓

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間之資產出售或出資

待定

本公司董事正在評估新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及經修訂框架之財務影響，預期不會於當前或
未來之報告期間及對可見將來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董事將於其生效後採納新訂準則、現有準
則之修訂及經修訂框架。

1.2 會計政策變動

下文說明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影響，並披露已由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起應用之新會計政策。

本集團已由其強制採納日期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已採用簡
化之過渡方法，並因該準則之具體過渡條文准許而不重列二零一九年報告期間之比較數字。因此，
新租賃規則所產生之重新分類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財務狀況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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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確認之調整

下表概述就各個別項目確認之調整。不受變動影響之項目並無包括在內。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之影響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56,466 (96,446) 1,960,020
土地使用權 113,553 (113,553) —

使用權資產 — 350,214 350,214

非流動負債
借貸 605,360 (1,760) 603,600
租賃負債 — 21,159 21,159
遞延稅項負債 96,591 20,850 117,441

流動負債
借貸 1,090,588 (1,518) 1,089,070
租賃負債 — 22,208 22,208

權益
儲備 1,832,568 70,994 1,903,562
非控股權益 226,440 8,282 234,722

  (i) 已應用之實際權宜方法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該準則准許之以下實際權宜方法：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之租賃組合使用貼現率；

• 依靠租賃是否繁重之過往評估；

•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剩餘租期少於12個月之經營租賃以短期租賃入賬；

• 於初始應用日期之使用權資產計量不計入初始直接成本；及

• 當合約包含延長或終止租賃之選擇權時使用事後判斷釐定租期。

本集團亦已選擇不重新評估合約於初始應用日期是否為租賃或包含租賃。取而代之，就於過渡
日期前訂立之合約而言，本集團依靠其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 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所作之評估。

概無尚未生效且預期會於當前或未來之報告期間對實體及可見將來之交易產生重大影響之其他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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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年內，儘管中美貿易摩擦已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以平息兩國之間的貿易糾紛，然而兩
國貿易關係依然充斥不確定性。隨後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令整個紙品行業持續
波動。出口業務受關稅及封關影響不斷下滑，同業紛紛轉向中國內銷市場。於回顧年內，
市場上紙品供應增加，紙品及包裝紙品價格隨需求放緩而走軟，種種因素導致紙品行業
的盈利水平受壓。儘管如此，受惠於中國政府為促進國內消費的有利政策，本集團保持
了其領先的市場地位，並採取有效策略以達至穩定表現。

財務表現

儘管市場環境充滿挑戰，但由於多元化策略行之有效，本集團的整體財務表現保持平穩。
本集團整體營業額下跌2.9%至5,736.0百萬港元，惟銷售量大幅上升11%至1,096,000公噸。
雖然本集團擴大了整體的市場份額，尤其在中國地區，但由於紙品的平均單價較去年低，
導致營業額下跌。

鑑於市場的不明朗因素，本集團致力減少庫存及增加訂單銷售，毛利因而微跌1.9%至
549.6百萬港元，而毛利率保持穩定，約為9.5%。於報告年內，主要因新型冠狀病毒爆發，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錄得公平值虧損15.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收益31.7百萬港元）。因
此，年內盈利受該等因素影響，下跌58.4%至49.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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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展望二零二零年，全球不明朗因素預期將繼續為市場環境帶來各種挑戰。此外，近期爆
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更令全球經濟雪上加霜。本集團認為中國市場的基本長期增長動力
依照維持不變，預計市場整合後將湧現更多機遇。同時，相信紙品的平均銷售價格已觸
底，待環球經濟重拾正軌後有望穩步上揚。來年，本集團將繼續採取審慎的態度，通過
多元化的業務克服各種挑戰，並將投放更多資源於擴展其貿易業務和物業開發及投資業
務。

紙品製造業務方面，位於中國的所有生產設施已經全面復工，目標是維持銷售量。紙品
貿易業務方面，中國仍會是此分部的重點市場。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後，國內市場
已逐漸復蘇。本集團將採取策略性部署，竭力維持其在中國地區的市場份額。憑藉現有
的業務基礎及在中國的強大物流網絡，森信集團將致力維持其信譽，以擴大客戶群，務
求在充滿挑戰的時期保持貿易數量。

快速消費品業務方面，本集團計劃取得更多分銷權，為其產品組合引入更多受歡迎的優
質產品。本集團亦將加強發展網上業務，香港會繼續是此分部的重點市場，同時本集團
將憑藉其在中國地區的強大物流及分銷網絡，尋找機會開拓當地市場。

物業開發及投資分部方面，在1B期竣工之後，本集團將開展南通產業園第2期共十五座
樓宇的佈局規劃。在中國政府推動改變閒置土地的用途作工業園或商業園區的支援政策
之下，加上南通產業園優越的戰略位置，本集團有信心在第2及第3期工程完成後，此分
部在收益及盈利方面將有更大頁獻。

儘管市場情況預期仍然嚴峻，但本集團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基於強大的業務基礎，森
信集團已準備就緒，能克服種種挑戰，以把握市場整合所帶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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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件

為了加強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期間未來的不確定性，於年終
前，本集團考慮變現本集團物業組合中各項投資物業，藉此反映其內在價值及升值。與
此同時，此舉亦增強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並更好地保持各財務比率的狀況，以達成管理
層及銀行制定的目標及要求。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訂立協議將兩個投資物業單位出售予本集團的主要
股東。此外，本集團亦考慮並進一步採取適當措施，以變現本集團物業投資組合中更多
投資物業單位。除此以外，本集團亦開始與銀行聯繫，以將一項現有銀行融資進行再融
資，從而改善財務狀況及應對未來的挑戰。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就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的日期、派發股息的記錄日期及本公司股東登記截
止日期另行刊發公佈。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總人數為1,892人，其中231人駐職香港、1,344
人駐職中國內地及317人駐職其他國家。本集團之酬金政策主要按當時市場薪金水平、本
集團業績及個別員工工作表現而釐定。本集團定期評估其酬金政策，以確保本集團提供
具競爭力的僱員薪金及福利。除薪金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表現花紅、教育津貼、公積
金及醫療保險。本集團亦為各職級員工定期進行培訓，包括策略制定、計劃推行、銷售
及市場推廣等範疇的培訓。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由兩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彭永健先生及湯日壯先生
及一名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劉宏業先生組成。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核及監督本集團之
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管。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於本年度之未經審核重大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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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或出售本
公司任何股份。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
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在對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全年業績所涵蓋
之會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列之規定準則。

遵守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全年業績所涵蓋之會計期間，本公司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惟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根據本公司細則須
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則除外。

審閱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根據最新財務資料，本集團可能無法滿足一項財務契約比率要求。本集團已展開與銀行
聯繫的過程，以申請相關豁免（如需要），管理層預期可能會獲授予該豁免。於任何情況
下，管理層已採取適當措施以改善財務狀況，當中包括變現更多投資物業及為現有銀行
融資進行再融資（請參閱「報告期後事件」）。如有需要，有關申請將花費若干時間處理。
與此同時，本公司核數師需要更多時間就確定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最終業績的審核工作。因此，兩者均影響全年業績最終審定。

本公佈載列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尚未取得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同意。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在審核程序完成後將作出有關經審核業績的公佈。本公佈載列之
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乃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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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公佈

於審核程序完成後，本公司將會刊發進一步公佈，內容有關：(i)取得本公司獨立核數師
同意之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及比較本公佈載列之未經審核
財務資料之重大相異之處（如有）；(ii)將舉行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的建議日期；及(iii)為確
定股東出席所述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而暫停本公司普通股股份過戶登記的期間（及
建議有關支付股息（如有）的安排）。此外，如在完成審核程序過程中有其他重大進展，本
公司將在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佈。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即李誠仁先生、周永源先生、岑綺蘭女
士及李汝剛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劉宏業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彭永健先生、
湯日壯先生及吳鴻瑞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誠仁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