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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
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
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
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由密迪斯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共同及個別負全責，其中
載有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巿規則（「GEM上巿規則」）所規定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
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
面均屬準確完備，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報告或其所載任
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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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0年
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連同去年同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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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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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2 10,472 12,760 20,844 25,858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 1,646 148 3,183 62
已用存貨 (1,715) (1,956) (3,405) (3,877)
員工成本 (4,671) (6,193) (9,329) (12,533)
使用權資產折舊 (1,910) (1,908) (3,818) (3,81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50) (709) (1,191) (1,382)
其他開支 4 (1,940) (2,592) (3,768) (5,184)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131) (222) (284) (465)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201 (672) 2,232 (1,337)
所得稅開支 6 – – – (89)
      

期內溢利（虧損） 1,201 (672) 2,232 (1,426)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隨後可能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9) (36) 33 (64)

      

1,182 (708) 2,265 (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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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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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963 (264) 1,836 (651)
非控股權益 238 (408) 396 (775)

      

1,201 (672) 2,232 (1,426)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62 (283) 1,850 (683)
非控股權益 220 (425) 415 (807)

      

1,182 (708) 2,265 (1,490)
      

每股盈利（虧損），基本（港仙） 8 0.24 (0.05) 0.42 (0.13)
      

每股盈利（虧損），攤薄（港仙） 8 0.24 (0.05) 0.42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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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9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8,939 12,757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5,274 5,129
租賃按金 1,307 2,633

  

  

15,520 20,519
  

  

流動資產
存貨 2,795 2,92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10 –
貿易應收款項 10 400 37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101 1,536
可收回稅項 121 121
已抵押銀行存款 9,902 9,561
銀行結餘及現金 31,818 42,905

  

  

49,147 57,42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 587 39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972 1,798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一名非控股股東的款項 – 735
合約負債 29,700 31,341
租賃負債 7,069 7,332
應付稅項 6 6

  

  

39,334 41,604
  

  

流動資產淨值 9,813 15,8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333 36,339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089 5,538
修復工程成本撥備 400 400

  

  

2,489 5,938
    

資產淨值 22,844 30,40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4,055 4,857
儲備 22,275 30,6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6,330 35,488
非控股權益 (3,486) (5,087)
  

  

權益總額 22,844 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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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保留溢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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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4月1日（經審核） 4,857 31,781 707 (19) (1,838) 35,488 (5,087) 30,401
         

期內溢利 – – – – 1,836 1,836 396 2,23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14 – 14 19 3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4 1,836 1,850 415 2,265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
的付款（附註13） – – 26 – – 26 – 26

股份回購 (802) (10,232) – – – (11,034) – (11,03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1,186 1,186
 

        

於2020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4,055 21,549 733 (5) (2) 26,330 (3,486) 22,844
         

於2019年4月1日（經審核） 4,857 51,210 502 14 1,399 57,982 (2,893) 55,089
         

期內虧損 – – – – (651) (651) (775) (1,426)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 – – (32) – (32) (32) (6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32) (651) (683) (807) (1,490)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
的付款（附註13） – – 171 – – 171 – 171

確認為分派的股息（附註7） – (19,429) – – – (19,429) – (19,429)
 

        

於2019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4,857 31,781 673 (18) 748 38,041 (3,700) 3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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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經營產生現金 5,584 8,447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5,584 8,447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426 333
存置已抵押銀行存款 (149) (7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所得款項淨額 14 213 40,1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200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507) (1,618)
購買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10) –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827) 38,790
    

融資活動
已付股息 7 – (19,429)
償還租賃負債 (3,843) (3,753)
股份回購 12 (802) –
股份回購應佔交易成本 (10,232) –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 (14,877) (23,18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1,120) 24,055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33 (6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905 15,920
轉撥自分類為持作銷售之資產的銀行結餘及現金 – 346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下列各項表示
銀行結餘及現金 31,818 4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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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

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表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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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及GEM上市規則第18章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除以下披露之於本期間首次採用的會計
政策外，中期財務報表所用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所
依循者相同。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政府補助金

除非有合理保證本集團將符合政府補助金所附條件並將收到補助金，否則不會確認政府補助金。

政府補助金於本集團將補助金擬補償的相關成本確認為開支的期間，按系統化基準於損益內確
認。與向政府收取旨在向本集團提供即時財務支持且並無未來相關成本的補貼收入相關之政府補
助金，於其成為應收款項的期間在損益內確認。

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之分類及後續計量

金融資產於下列情況下為持作買賣：

• 收購主要目的為於短期內出售；或

• 於初始確認時構成本集團一併管理之已識別金融工具組合一部分及最近具有實際短期獲利
模式；或

• 並非為指定及有效作為對沖工具之衍生工具。

此外，本集團可不可撤回地指定須按攤銷成本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之金融資產為按
公平值計入損益（倘此舉可消除或顯著減少會計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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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續）

金融工具（續）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不符合按攤銷成本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或指定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準則的
金融資產乃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於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任何公平值收益或虧損於損益內確認。
於損益確認的收益或虧損淨額不包括就金融資產賺取的任何股息或利息，並計入「其他收入、收益
及虧損」項目。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就於2020年4

月1日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準則而言，於本期間應用有關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當前及過往會計期
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載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構成重大影響。至於尚未生效的準
則，董事預期應用該等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可見未來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
表構成重大影響。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收益指於期內提供診症服務（「診症服務」）、處方及配藥及╱或護膚產品（包括銷售護膚產
品）（「處方及配藥服務」）以及提供皮膚護理療程（「療程服務」）所產生的收益。

客戶合約收益明細：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診症服務 574 873

處方及配藥服務 4,869 7,753

療程服務 15,401 17,232
 

 
 

20,844 2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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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來自單一經營分部，其集中於診症服務、處方及配藥服務以及療程服務。該經
營分部乃基於根據本集團會計政策編製的內部管理報告識別。本公司董事兼行政總裁江覺亮醫生
（「江醫生」）已獲識別為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按服務及產品檢討本
集團的收益分析，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除收益分析外，概無經營業績或其他獨立財務資料可供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主要營運決策者審
閱本集團的整體業績以作出決策。因此，除實體範圍資料外，並無呈列此單一經營分部分析。

地理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均位於香港。本集團所有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地劃分）均來自香
港。

基於資產實際地點，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大部分位於香港。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9月30日止各六個月，本集團概無客戶收益按個別計佔本集團收益總額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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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金收入 – 86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426 333
租賃按金的利息收入 70 67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204 (407)
政府補助金 1,60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虧損）（附註） 687 (1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00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7) –
其他 3 –   

3,183 62   

附註： 政府補助金包括為美容院及零售業設立之防疫抗疫基金，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
府」）推出之「保就業」計劃（「計劃」），以支援本集團受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根據計
劃，本集團須作出承諾並保證本集團於政府工資補貼期間不會裁員及將政府工資補貼全
數金額用於僱員工資。

4. 其他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租賃租金及相關開支 709 842

營銷開支（包括代言費用） 51 955

支付平台服務費 473 641

年度上市、法律及專業費用 826 821

其他經營開支 1,709 1,925   

3,768 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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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3,405 3,877

存貨撥備（計入存貨成本） 31 2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3,661 4,838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5,472 7,435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附註13） 12 5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84 207
   

9,329 12,533
   

6. 所得稅開支

於2018年3月21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引入利得
稅兩級制。條例草案於2018年3月29日在憲報刊登。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企業的首2.0百萬港元溢利將按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2.0百萬港
元的溢利將按16.5%的稅率徵稅。截至2020年及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合資格實體之香港
利得稅已按照利得稅兩級制計算。不合資格按照利得稅兩級制計算之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照
16.5%的統一稅率徵稅。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得稅開支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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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於2019年6月21日，董事會議決宣派特別股息每股本公司股份4港仙，為數19,429,000港元，相關
股息已於2019年7月26日由本公司派發予本公司股東（「股東」）。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2019年：無）。

8.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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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的盈利 

（虧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963 (264) 1,836 (651)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 405,695 485,736 438,939 485,736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本公司發行的購股權 – –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的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 405,695 485,736 438,939 485,736
     

截至2020年及2019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並無假設會行使本公
司之購股權，原因為其行使價於該等時期均比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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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1,507,000港元（2019年：1,618,000港元）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

10. 貿易應收款項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交易日期（就以信用卡及EPS結算付款的應收客戶款項而言）以及發票日期（就
應收客戶及醫療卡發卡公司款項而言）（與各自收益確認日期相近）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減預期信
貸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353 293

31至60日 42 79

61至90日 5 –
   

總計 400 372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概無逾期或減值及為應收並無拖欠還款記錄債務人的款項。

11. 貿易應付款項

購買貨品的平均信用期為30日。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587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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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於2020年3月31日及2020年9月30日的股本指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詳情如下：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2019年4月1日、2020年3月31日及2020年9月30日 1,000,000,000 10,000
   

已發行：

於2019年4月1日及2020年3月31日 485,736,000 4,857

股份回購（附註a及b） (80,188,000) (802)
   

於2020年9月30日 405,548,000 4,055
   

附註：

(a) 於2020年3月19日，本公司與富麒控股有限公司（「富麒」）訂立股份回購協議（「股份回購
協議」），據此，富麒已同意出售，而本公司已同意回購本公司合共80,000,000股普通股
（「購回股份」），總代價為10,000,000港元，相等於每股0.125港元，以作註銷。股份回購
協議所載的所有條件已獲達成，股份回購已於2020年6月9日完成。本公司已於2020年6

月16日註銷購回股份。有關股份回購的詳情分別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3月19日的
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5月8日的通函。

(b) 於2020年7月，本公司以每股0.145港元於聯交所回購合共188,000股普通股，總代價為
27,000港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該等購回股份已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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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股份支付的交易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4年12月3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及╱或回饋合資格人士對本
集團作出的貢獻及不斷致力促進本集團利益。購股權計劃的條款符合GEM上市規則第23章的條文
規定。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概要如下：

參與人士類型 授出日期
每股 

行使價 歸屬期 行使期

於2020年4月1日、 

2020年3月31日 

及2020年9月30日

董事 2018年8月15日 0.433 不適用 2018年8月15日至2022年8月14日 1,000,000

2018年8月15日 0.433 2018年8月15日至2019年8月14日 2019年8月15日至2022年8月14日 1,400,000

2018年8月15日 0.433 2018年8月15日至2020年8月14日 2020年8月15日至2022年8月14日 400,000

其他 2018年8月15日 0.433 不適用 2018年8月15日至2022年8月14日 300,000

2018年8月15日 0.433 2018年8月15日至2019年8月14日 2019年8月15日至2022年8月14日 600,000

2018年8月15日 0.433 2018年8月15日至2020年8月14日 2020年8月15日至2022年8月14日 300,000
      

4,000,000
      

於2018年8月15日，已向若干董事及本集團若干僱員授出合共4,000,000份購股權。股份於緊接購
股權授出日期（即2018年8月14日）前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收市價為0.360港元。所授出購股權
已於2018年8月15日起至2020年8月14日止有關歸屬期內歸屬。

於2018年8月15日授出的購股權的估計公平值為733,000港元。有關公平值乃按二項式期權定價模
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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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股份支付的交易（續）

購股權計劃（續）

有關模式的輸入數據如下：

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 0.360港元
行使價 0.433港元
購股權期限 4年
預期波幅 85.03%

股息率 0.417%

無風險利率 1.962%

計算購股權公平值的變項及假設基於董事的最佳估計。變項及假設出現變動可能導致購股權公平
值變動。預期波幅乃按於估值日期本公司股價的過往每日波幅而釐定。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本公司授出的購股權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確認26,000港元為開支（2019年：171,000港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購股權獲行使、註銷或失效（2019年：無）。於本報告日期，
共有4,000,000份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該等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歸屬及可獲發行4,000,000股
本公司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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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a) 於2020年5月15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已
同意出售其於Success Guide Limited（「Success Guide」）（其為從事提供美容及按摩服務的
MS Medicspa Limited（「MS Medicspa」）之控股公司）之51%股權，且獨立第三方已同意
以代價216,000港元（代價60,000港元，根據買賣協議的條款，按Success Guide於2020年
6月1日若干資產的未經審核價值調整）收購該等股權。交易已於2020年6月1日完成。

千港元
已收代價：
現金 216  

於出售日期的資產及負債如下：

千港元

現金 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4
存貨 18

貿易應收款項 3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23
應計負債 (1)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一名非控股股東的款項 (735)
合約負債 (1,461)
非控股權益 1,186  

已出售負債淨值 (471)  

出售收益 687  

出售收益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出售所得現金流入淨額：

千港元

已收現金代價 216
已出售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入淨額
計入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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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2019年1月29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臨時買賣協議（「臨時協
議」），據此，本公司已同意出售金迪（香港）有限公司（「金迪」）之全部權益，代價為
46,000,000港元。臨時協議項下的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且交易已於2019年5月31日完
成。於2019年3月31日，金迪應佔資產及負債已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並於綜合財
務狀況表單獨呈列。來自金迪的租金收入計入本集團的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見附註
3）。

於出售日期（即2019年5月31日），已出售之金迪分類為持作出售的主要資產及負債類別如
下：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595

投資物業 22,595

按金及預付款項 51
  

已出售之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總值 45,24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285

應付稅項 185
  

已出售之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負債總額 470
  

已出售之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淨值 44,771
  

已收代價 45,581

已出售之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淨值 (44,771)

出售相關成本 (827)
  

出售虧損 (17)
  

出售所得現金流入淨額
現金代價 45,581

已收按金 (4,600)

出售相關成本 (827)
  

4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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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聯人士交易

(a) 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關聯人士訂立以下交易：

租金收入 購買貨品 代言費用 諮詢費開支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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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 – 86 19 162 – 323 – 16
         

(b) 尚未償還結餘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一名非控股股東款項載於第3頁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3月31日，應付一間附屬公司一名非控股股東之其他應付款項為44,000港元。
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償還。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9月30日及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並無其他與關聯人士
之未償還結餘。

(c) 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3,810 5,044

離職後福利 35 36
   

3,845 5,080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薪酬乃經參考個人表現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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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按經常性基準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於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下表列出有關釐定該等金融資產公平值之方法（尤
其是所用之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以及公平值架構層級（當中根據公平值計量輸入數據之可觀察程
度將公平值計量分類為第一層至第三層）之資料。

• 第一層：以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計量公平值；

• 第二層：以資產或負債可直接觀察得出（即價格）或間接觀察得出（即自價格得出）之輸入數
據（第一層所包括的報價除外）計量公平值；及

• 第三層：以估值技術計量公平值，有關技術包括資產或負債並非以可觀察市場數據為基
礎得出的輸入數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之
公平值 公平值架構

估值技術及
主要輸入數據 敏感度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持作
買賣非衍生金融資產

－上市權益投資

1,010 第1層 活躍市場上之 

買入報價
不適用

     

於報告期內，第一層、第二層及第三層之間並無轉撥。

董事認為，按攤銷成本列入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17. 報告期後事項

報告期後並無發生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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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香港醫學皮膚護理服務提供商。目前，本集團在香港黃金地段經營兩間
「Medicskin」品牌醫學皮膚護理中心及一間抗衰老中心，主要專注於治療客戶的皮膚
疾病及問題及╱或改善外貌。

本集團向客戶提供服務，以治療（其中包括）暗瘡、色斑、玫瑰痤瘡、皮膚炎、濕
疹及疣等皮膚疾病及問題，以及通過（其中包括）嫩膚、塑造面部輪廓及塑造身型療
程、治療暗瘡疤痕及毛孔粗大、脫除不需要的痣及去除毛髮以改善外貌。大部分客
户為本集團的長期客户，已惠顧本集團超過五年。此乃透過提供以下所產生的：

(i) 診症服務－透過私人診症為客戶進行醫學檢測及診斷皮膚狀況，並跟據客戶
具體需要、要求及皮膚狀況推薦護膚產品及╱或療程服務；

(ii) 處方及配藥服務－為客戶提供醫藥產品、藥物及╱或護膚產品的處方及配藥
服務；及

(iii) 療程服務－為客戶提供無創╱微創療程服務，一般涉及注射A型肉毒桿菌毒
素及透明質酸、熱灼、埋線提拉以及採取激光、射頻及聚焦超聲波等技術利
用設備進行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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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較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減少5.1
百萬港元或19.4%至20.8百萬港元。診症服務、處方及配藥服務以及療程服務的
收益分別為0.5百萬港元、4.9百萬港元及15.4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2.7%、
23.4%及73.9%。

自2020年年初以來，香港爆發2019冠狀病毒進一步令香港經濟受挫，而且推廣社
交距離措施削弱本地消費情緒，從而對本集團的收益造成不利影響。此外，作為控
制2019冠狀病毒傳播的措施，政府宣佈並實施公眾集會限制，並勒令關閉美容院等
各種場所一段時間。儘管本集團的業務主要專注於醫療程序及由醫生經營之診所進
行的療程，但若干非醫療美容服務受到影響。

儘管如此，本集團已採取更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而由於向註冊醫生支付與表現有
關的獎勵金及已用存貨成本等可變成本減少，以及其抗衰老中心及美容中心的市場
推廣開支減少（包括代言合約於2020年2月到期導致代言費用減少），本集團的經營
開支有所下降。鑑於客戶及僱員的安全為本集團的首位考慮，中心已採取預防措施
為客戶提供安全及衛生的環境，並將感染及傳播2019冠狀病毒的風險降至最低。為
應對經濟及商業環境的不利變化，本集團開始透過視訊會議提供診症服務，並提供
護膚及醫療產品送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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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1.8百萬港元，
而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則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0.7百萬港元。轉虧為
盈主要歸因於出售Success Guide之51%股權的收益0.7百萬港元；以及將截至2020
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已收政府補助金總額1.6百萬港元計入本集團簡明綜合損益
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綜合影響所致。期內每股基本盈利為0.42港仙，去年同期則為
每股基本虧損0.13港仙。

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緊跟最新業內知識，為客戶提供最合適及最新的服務。本集團持續對
市場的最新產品、技能以及醫療設備及技術的發展進行市場研究並評估其成效。董
事相信，引進新型服務及產品是驅動本集團業務發展的動力之一，亦是維持本集團
競爭力及其於業內領先地位的重要途徑。

預期未來數月本集團將繼續面臨2019冠狀病毒疫情造成的不利影響。然而，憑藉穩
健的資產負債表、穩固的客户基礎及在業界享有良好的聲譽，加上本集團持續努力
實現收益最大化，同時提高營運效率，董事相信本集團已作好充分準備，渡過預計
的經濟低迷時期，並對其日後發展持審慎自信態度。本集團將繼續竭盡所能為客戶
提供最優質的醫學皮膚護理服務及產品並鞏固其市場地位，從而發展其品牌及業務
以及為投資者提供最大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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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25.9百萬港元，減少5.1百萬港元或
19.4%至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20.8百萬港元。有關減少主要歸因於2019
冠狀病毒於香港爆發而導致本集團所服務之客戶人數減少及客戶光顧次數減少。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由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62,000港元，增加
3.1百萬港元至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3.2百萬港元。有關增加主要歸因於
出售Success Guide之51%股權所得收益0.7百萬港元，以及從政府收取並計入本集
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補助金合共1.6
百萬港元。

已用存貨
截至2020年及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已用存貨成本分別為3.4百萬港
元及3.9百萬港元，佔相關期間收益16.3%及15.0%。

員工成本
員工成本由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12.5百萬港元，減少3.2百萬港元或
25.6%至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9.3百萬港元。有關減少主要歸因於(a)員
工人數減少；及(b)所採取的成本效益措施，包括重新調配人手，(i)導致員工薪金
減少，以及(ii)報告期內來自醫務人員的收益下降導致支付予醫務人員之績效獎金減
少。

使用權資產折舊
使用權資產折舊維持穩定，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均為3.8百萬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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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由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1.4百萬港元，減少0.2百
萬港元或13.8%至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1.2百萬港元。有關減少主要歸因
於2020年6月1日通過出售Success Guide之51%股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5.2百萬港元，減少1.4百萬港元或
27.3%至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3.8百萬港元。有關減少主要歸因於其抗衰
老中心及MS Medicspa於本報告期內的營銷開支合共減少0.9百萬港元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0.1百萬港元，減少0.1百萬港元或
100.0%至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零。有關減少與除稅前溢利的減少一
致，但不包括毋須課稅收入（如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政府補助金及出售一間附屬
公司的收益）的影響。

期內溢利（虧損）
由於上述各項，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1.8百萬港元，而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0.7百萬 
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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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資本僅由普通股組成。

本集團於2020年9月30日的權益總額為22.8百萬港元（2020年3月31日：30.4百萬港
元）。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撥付營運所需資金。本集團於2020年9月30
日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為31.8百萬港元（2020年3月31日：42.9百萬港元），並無向外
籌措任何借貸（2020年3月31日：無）。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
為9.8百萬港元（2020年3月31日：15.8百萬港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經營產生現金為5.6百萬港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
止六個月：8.4百萬港元）。由於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充裕，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
維持穩健，且具備足夠財務資源提供未來計劃所需資金及滿足營運資金需求。

本集團持有的重大投資

除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6所披露者外，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計劃。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除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4所披露者外，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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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有關向一間附屬公司注資的資本承擔為0.5百萬港元
（2020年3月31日：0.5百萬港元）。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2020年9月30日，定期存款9.9百萬港元（2020年3月31日：9.6百萬港元）已就信
用卡結算服務質押予銀行。

或然負債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2020年3月31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在香港經營業務，大部分交易均以港元計值。本集團現時並無重大外匯風
險。管理層不斷評估及監察外匯風險，且如必要，可能透過訂立遠期外匯合約對沖
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共僱用33名全職及8名兼職僱員（2020年3月31日：36名
全職及13名兼職僱員）。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員工成本（包括董
事酬金）為9.3百萬港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12.5百萬港元）。薪酬乃參
考可比較的市場薪酬及各個別員工的表現、所投入時間及職責等因素釐定。本公司
不時向僱員提供相關內部及╱或外部培訓。除基本薪金外，表現傑出的員工獲發放
年終花紅，藉以吸引及留聘合資格僱員以對本集團作出貢獻。本集團已於2014年
12月3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合資格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
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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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A)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0年9月30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5.46至5.67條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交易的規定準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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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如下權益及淡倉：

好倉
(a) 於本公司的普通股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江醫生（附註） 受控制法團權益 274,865,400 67.78%

附註： 本公司274,865,400股股份乃以Topline Worldwide Limited
（「Topline」）的名義登記，而Topline由江醫生全資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江醫生被視為於以Topline名義登記的全部
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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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認購本公司普通股的購股權

董事於購股權計劃的權益詳情如下：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每股 

行使價 歸屬期 行使期

於2020年4月1日 
及2020年9月30日 
的購股權數目

江聰慧 15.08.2018 0.433 不適用 15.08.2018 – 
14.08.2022

200,000

15.08.2018 0.433 15.08.2018 – 
14.08.2019

15.08.2019 – 
14.08.2022

400,000

15.08.2018 0.433 15.08.2018 – 
14.08.2020

15.08.2020 – 
14.08.2022

200,000

冼翠碧 15.08.2018 0.433 不適用 15.08.2018 – 
14.08.2022

200,000

15.08.2018 0.433 15.08.2018 – 
14.08.2019

15.08.2019 – 
14.08.2022

400,000

15.08.2018 0.433 15.08.2018 – 
14.08.2020

15.08.2020 – 
14.08.2022

200,000

陳昌達 15.08.2018 0.433 不適用 15.08.2018 – 
14.08.2022

200,000

15.08.2018 0.433 15.08.2018 – 
14.08.2019

15.08.2019 – 
14.08.2022

200,000

李家麟 15.08.2018 0.433 不適用 15.08.2018 – 
14.08.2022

200,000

15.08.2018 0.433 15.08.2018 – 
14.08.2019

15.08.2019 – 
14.08.2022

200,000

梁兆祥 15.08.2018 0.433 不適用 15.08.2018 – 
14.08.2022

200,000

15.08.2018 0.433 15.08.2018 – 
14.08.2019

15.08.2019 – 
14.08.2022

200,000

      

2,800,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9月30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
至5.67條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交易的規定準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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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
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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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0年9月30日，根據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所記
錄，以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
擁有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Topline（附註） 實益擁有人 274,865,400 67.78%

附註： Topline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江醫生實益擁有。因此，江醫生被視為於
Topline所持有全部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9月30日，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規定存置的登記冊並無記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其他權益或淡倉。



中期報告2020/21 30

競爭權益

董事並不知悉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
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
成競爭的業務或權益，亦不知悉任何該等人士與本集團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利
益衝突。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採納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
管治守則，且除下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信納本公司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內一直遵守企管守則且並不知悉有任何偏離情況。

根據企管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分開且不能由同一人士擔
任，而彼等各自的責任須以書面清晰界定。江醫生為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行政總
裁，主要負責領導董事會、監督本集團整體營運並領導及指導本集團的整體業務及
發展策略。江醫生亦擔任董事會及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會議主席，並向董事
會成員及提名委員會成員簡要說明各自的會議提出的事宜，以確保董事及委員會成
員能及時收到充足且準確、清晰、完整及可靠資料。彼鼓勵全體董事全面積極投身
參與董事會事務，並以身作則，確保董事會行事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彼致力於確
保執行與非執行董事之間維持正面關係。在知悉上述偏離企管守則第A.2.1條的情況
下，董事會認為，在管理層的協助下，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由本集團的創
辦人江醫生一人擔任可推動貫徹落實本集團的業務策略及提高經營效率。此外，董
事會亦受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監督。董事會認為，現時架構不會削弱董事會與本集
團管理層權力及授權之間之平衡，因董事會集體負責本公司業務策略及經營之決策
過程。董事將定期會面以審議影響本集團經營之重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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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可能擁有本公司或其證券的內幕消息的董事、其僱員以及其附屬
公司及控股公司的董事及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規則，其條款不較GEM上市規則
第5.48至5.67條所載規定交易準則寬鬆。本公司亦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而
本公司並不知悉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有任何違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規定交易準則的情況。

於場外進行股份回購

於2020年3月19日，本公司與富麒訂立股份回購協議，據此，富麒已同意出售，而
本公司已同意回購本公司合共80,000,000股普通股，總代價為10,000,000港元，相
等於每股0.125港元，以作註銷。股份回購協議所載的所有條件已獲達成，股份回
購已於2020年6月9日完成。本公司已於2020年6月16日註銷購回股份。有關股份回
購的詳情分別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3月19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5
月8日的通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除本報告「於場外進行股份回購」一段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亦於2020年7月以每股
0.145港元於聯交所回購合共188,000股普通股，總代價為27,000港元。截至2020
年9月30日止六個月，該等購回股份已註銷。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購股權計劃

有關購股權計劃的詳情載於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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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GEM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目前
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昌達先生、李家麟先生及梁兆祥先生。陳昌達先生
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及本報告，認為本集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符合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例規定，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承董事會命
密迪斯肌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江覺亮醫生

香港，2020年11月13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江覺亮醫生、徐勤女士、江聰慧女士及冼翠碧女士；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昌達先生、李家麟先生及梁兆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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