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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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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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FRIE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98）

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告（「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

與核數師就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達成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之核數師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完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二零二零年
經審核全年業績」）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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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
表、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已由本集團之核數師羅
申美會計師事務所同意）、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所示之有關相應數字及經審核與未
經審核數字之間的有關變動：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875,318 875,318 –
收益成本 (678,847) (678,847) –

毛利 196,471 196,471 –
其他收入 56,941 56,941 –
分銷及銷售費用 (94,852) (94,852) –
行政費用 (57,485) (57,485) –
研發成本 (27,750) (27,750) –
貿易應收賬款及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 (12,985) (12,985) –
其他收益及虧損 36,509 36,509 –
其他開支 (22,741) (22,741) –
其他營運費用 (1,398) (1,398) –
財務費用 (18,635) (18,635) –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615 615 –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a) (287,061) (278,958) 8,103

除稅前虧損 (232,371) (224,268) (8,103)
所得稅開支 (15,848) (15,848)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48,219) (240,116) (8,103)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2,490 12,394 96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的應收款項公平值虧損淨額 (154) (154) –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25,588) (25,587) (1)

(13,252) (13,347) 95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4,139) (4,137) (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265,610) (257,600) (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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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4,098 204,098 –
使用權資產 122,251 122,251 –
無形資產 1,047 1,047 –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22,261 22,261 –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b) 88,274 96,284 (8,01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8,551 28,551

466,482 474,492 (8,010)

流動資產
存貨 431,164 431,164 –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66,688 166,688 –
合約資產 52,653 52,653 –
應收貸款 49,691 49,691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款項 120,105 120,105 –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008 1,008 –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8 8 –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同系附屬公司及最終控股公
司的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28,087 28,087 –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644 644 –
應收聯營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款項 370,849 370,849 –
限制性銀行結餘 139,426 139,426 –
銀行及現金結餘 104,014 104,014 –

1,464,337 1,464,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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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471,137 471,137 –
合約負債 260,711 260,711 –
遞延收益 1,410 1,410 –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503 1,503 –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5,627 15,627 –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2,005 2,005 –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517 517 –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24,111 24,111 –
租賃負債 2,623 2,623 –
訴訟申索撥備 36,335 36,335 –
退貨負債 106,211 106,211 –
即期稅項負債 25,272 25,272 –
銀行及其他借貸 423,814 423,814 –
保證撥備 3,409 3,409 –

1,374,685 1,374,685 –

流動資產淨值 89,652 89,652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56,134 564,144 (8,010)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38,506 38,506 –
遞延收益 72,270 72,270 –
租賃負債 2,489 2,489 –

113,265 113,265 –

資產淨值 442,869 450,879 (8,01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21 4,021 –
股份溢價 82,183 82,183 –
資本儲備 77,338 77,338 –
其他儲備 53,202 53,107 95
保留盈利 226,125 234,230 (8,105)

總權益 442,869 450,879 (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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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經審核年度業績整體上大致與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相同，惟以下詳列
之主要變動除外：

附註：

(a)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額外分佔聯營公司虧損（人民幣8.1百萬元）。

(b)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i) 額外分佔聯營公司虧損（人民幣8.1百萬元）；由以下各項所抵銷

(ii)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人民幣0.1百萬元）。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適用信息的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本公司的網站上發佈。

承董事會命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志洋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三名執行董事：朱志洋先生、陳明河先生及温吉堂
先生；及(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顧福身先生、余玉堂先生及高文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